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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主題詞表．2005 年修訂版》著錄。書目資料如有錯誤，請以正式出版之
資料為準。
五、書名前有「*」者，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。
六、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，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
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，敬請利用本館「全國新書資訊網
（ISBNnet）」，網址為：http://isbn.ncl.edu.tw。
七、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∕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，推出「每日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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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書分類目錄
總類
特藏
*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
錄 . 第 一 屆 = The Minutes of First
Central Excutive Council / 民國歷史文
化學社編輯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01 .- 冊 .-- (民國史料 ; 44-47) .-- ISBN 978986-5578-02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350 .- ISBN 978-986-5578-03-9 (第 2 冊:平
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-5578-046 (第 3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986-5578-05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350
1.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2.會
議實錄 005.215

目錄學；文獻學
<<史記>>校補 / 蕭旭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
三二編 ; 第 8-10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389-9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390-5 ( 中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18-391-2 (下冊:精裝)
1.史記 2.校勘 011.08
<<四庫提要>>精選精注 / 司馬朝軍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
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1-7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382-0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83-7 (第 2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84-4 (第 3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85-1
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386-8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387-5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388-2 (第 7 冊:精裝)
1.四庫全書 2.研究考訂 011.08
<<周易玩辭困學記>>校證 / 陳開林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
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13-16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394-3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95-0 (第 2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96-7 (第 3
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97-4
(第 4 冊:精裝)
1.易經 2.易學 3.研究考訂 011.08
<<皇明恩綸錄>>箋證 / 孫虹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19 冊) .- ISBN 978-986-518-400-1 (精裝)
1.皇明恩綸錄 2.研究考訂 3.詔書 4.
明代 011.08

978-986-518-411-7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412-4 (中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413-1 (下冊:精裝)
1.僧伽 2.佛教傳記 3.中國 011.08

<<國語>>單穆公、伶州鳩論樂二章
彙證 / 郭萬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冊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
第 33-3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148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415-5 (下冊:精裝)
1.國語 2.研究考訂 011.08

南宋戲謔詩校注 / 張福清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獻研究
輯刊. 三二編 ; 第 38-45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419-3 (第 1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18-420-9 (第 2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21-6 (第 3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22-3 (第 4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23-0
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424-7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425-4 (第 7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426-1 (第 8 冊:精裝)
1.宋詩 2.詩話 011.08

<<曾胡治兵語錄>>研讀 / 梁世和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獻研
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28-29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409-4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410-0 (下冊:精裝)
1.兵法 2.中國 011.08

清代西藏方志考論 / 柳森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82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11 冊) .- ISBN 978-986-518-392-9 (精裝)
1.方志 2.考據學 3.清代 4.西藏自治
區 011.08

<<論 語>>注 比 較研 究 : 以 << 集注
>><<新解>>為中心考察 / 宋慶財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62 面; 26 公分 .-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17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98-1 (精裝)
1.論語 2.注釋 3.研究考訂 011.08

晚清上海的物質生活新貌 : <<游戲
報>>(1897-1908)廣告文本研究 / 李瓖
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
第 20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01-8
(精裝)
1.中國報業史 2.廣告業 3.晚清史 4.
上海市 011.08

正史法律資料類編. 先秦秦漢卷 / 閆
強樂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
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35-36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16-2 (上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17-9 (下
冊:精裝)
1.法律 2.中國史 011.08

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 / 周峰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94 面; 26 公分 .-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37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18-6 (精裝)
1.喪葬習俗 2.中國 011.08

先秦地學知識、觀念及文獻研究 /
高建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08 面;
26 公分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
編 ; 第 1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99-8 (精裝)
1.地理學 2.先秦史 011.08

戰國<<尚書>>學研究 / 鍾雲瑞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18 面; 26 公分 .-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12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93-6 (精裝)
1.書經 2.研究考訂 3.戰國時代
011.08

長安高僧錄 / 梁曉燕, 閆強樂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獻研究
輯刊. 三二編 ; 第 30-32 冊) .-- ISBN

嶽麓書院藏秦簡<<叁>>奏讞書研究
/ 楊椀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46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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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27-8 (上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28-5
(下冊:精裝)
1.簡牘文字 2.判例 3.研究考訂
011.08

限公司, 11003 .-- 164 面; 26 公分 .-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編 ; 第
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33-9 (精裝)
1.(周)墨翟 2.墨子 3.學術思想 4.研究
考訂 030.8

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/ 司馬朝軍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獻研
究輯刊. 三二編 ; 第 21-27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402-5 (第 1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18-403-2 (第 2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04-9 (第 3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05-6 (第 4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06-3
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407-0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408-7 (第 7 冊:精裝)
1.雜家 2.文獻學 3.解題目錄 011.08

<<論語>>、<<孟子>>言「天」的哲
學說明之研究 / 郭俊泉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70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
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編 ; 第 1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430-8 (精裝)
1.論語 2.孟子 3.儒家 4.學術思想
030.8

圖書資訊學；檔案學

「予豈好『譬』哉？」 : 孟子與譬
喻 / 饒忠恕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16
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
刊. 三三編 ; 第 2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431-5 (精裝)
1.(周)孟軻 2.學術思想 3.哲學
030.8

圖書館創客空間建置與服務指引 /
國家圖書館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家圖書館, 10912 .-- 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678-693-8 ( 平 裝 )
NT$100
1.國家圖書館 2.空間設計 3.圖書館
推廣服務 021.3

「太極」概念內涵的流衍與變化 :
從<<易傳>>到朱熹 / 程強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(中
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編 ; 第 5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34-6 (精裝)
1.易經 2.宇宙論 030.8

*數位創新加值服務簡介 .-- 臺北市 :
國家圖書館, 10912 .-- 82 面; 17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78-695-2 (平裝)
1.國家圖書館 2.圖書館推廣服務 3.
圖書館行銷 4.文獻數位化 023.9

十七世紀閩南與越南佛教交流之研
究 / 范文俊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38
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
刊. 三三編 ; 第 15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444-5 (精裝)
1.佛教史 2.中國 3.越南 030.8

計算思維與圖書館創新服務指引 /
國家圖書館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家圖書館, 10912 .-- 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678-694-5 ( 平 裝 )
NT$100
1.圖書館 2.資訊教育 3.創造性思考
028.03

國學

世變下的經典與現代詮釋 / 蒲彥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6 公
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
編 ; 第 1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447-6 (精裝)
1.中國文學 2.文集 030.8

圖解國學 / 姚建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2 .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文瀾圖鑑 ; 55) .- ISBN 978-986-392-364-0 ( 平 裝 )
NT$450
1.漢學 030

宋翔鳳的經學研究 / 賴志偉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(中
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編 ; 第 6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35-3 (精裝)
1.(清)宋翔鳳 2.經學 3.學術思想
030.8

<<墨子>>道德哲學研究 / 韋展勛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
近代社會思潮演進格局下的船山學 /
劉覓知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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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6 面;
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
三三編 ; 第 11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440-7 (精裝)
1.(清)王夫之 2.學術思想 3.清代哲學
030.8
荀子與戰國黃老之學研究 / 商曉輝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6 面; 26 公
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
編 ; 第 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322 (精裝)
1.(周)荀況 2.學術思想 3.先秦哲學
030.8
道教丹道易學研究 / 段致成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(中
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編 ; 第 16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45-2 (精裝)
1.道教修鍊 2.易學 030.8
漢代心性論研究 / 張靜環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中國學術思想
研究輯刊. 三三編 ; 第 8-9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438-4 ( 下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437-7 (上冊:精裝)
1.中國哲學 2.漢代 030.8
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 / 李偉
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82 面; 26 公
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
編 ; 第 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360 (精裝)
1.(漢)王充 2.論衡 3.批判哲學 4.學術
思想 5.漢代 030.8
劉宗周哲學系統的闡釋 / 陳敏華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82 面; 26 公分 .-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編 ; 第
10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39-1 (精
裝)
1.(明)劉宗周 2.中國哲學 3.學術思想
030.8
蕅益智旭<<靈峰宗論>>研究 / 黃家
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中國
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編 ; 第 12-14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41-4 (上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42-1 (中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43-8
(下冊:精裝)

1.(明)釋智旭 2.淨土宗

030.8

魏晉南北朝道教語言思維探究 / 龔
韻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0 面; 26
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
三編 ; 第 1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446-9 (精裝)
1.道教 2.魏晉南北朝 030.8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
夜航船 / (明)張岱著 ; 宿磊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 11003 .-- 280
面; 20 公分 .-- (中華國學經典精粹 ;
VCK10) .-- ISBN 978-986-99055-7-2
(平裝) NT$350
1.類書 2.明史 041.6
寵物小百科 = Encyclopaedia / 曹毓倫,
陳俊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12
面; 17X18 公分 .-- (我是知識王 ; 28)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29-629-3
(精裝)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漫畫大英百科, 科技. 6 : 人工智慧 /
BomBom Story 文 ; 金德永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168 面; 25 公分 .-- (漫畫
大英百科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658487-9 (精裝) NT$4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3.漫畫
049.41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
典藏記盛 / 陳振濂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, 11001 .-冊 .-- ISBN 978-957-8697-91-1 (卷 1:平
裝) NT$450 .-- ISBN 978-957-8697-928 (卷 2:平裝) NT$450 .-- ISBN 978-9578697-93-5 (卷 3:平裝) NT$450
1.蒐藏品 2.藏品研究 3.文集
069.507
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年刊 / 江柏煒,
如常, 吳宗江, 邱琳婷, 李建緯, 黃貞
燕, 張善楠, 劉名峰作 .-- 初版 .-- 金門
縣金沙鎮 : 金門縣文化園區管理所,
1091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8-01-9 (精裝)
1.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 069.9538

普通論叢
*口直心快談兩岸 / 安強著 .-- 初版 .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;
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1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(昌
明文叢 ; A9900006) .-- ISBN 978-986496-578-6 (平裝) NT$580
1.言論集 078
行公義,好憐憫 : 一個基督徒社會參
與的信念與行動 / 蘇南洲著 .-- 初
版 .-- [臺北市] : 雅歌出版社, 11002 .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927-38-6 (平裝)
1.言論集 078
哈德遜河畔僑思僑語 / 花俊雄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峽學術出版社,
11001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43-20-1 (平裝) NT$450
1.言論集 078
展望與探索月刊時評文集. 2020 年 =
2020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:
commentary anthology .-- 新北市 : 法務
部調查局展望與探索雜誌社, 11001 .- 3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43-56-6 (平裝) NT$200
1.言論集 2.時事評論 078
您可不曾認識的和平 / 阿寶(JH Wei)
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二水鄉 : 阿寶愛
心獨賣, 110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5783-1-8 ( 平 裝 )
NT$320
1.言論集 078
歷史、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. 二十 /
施寬文, 王惠琛, 王見川, 林連捷, 江
達智, 呂昇陽, 陳金英, 鍾淑惠, 馮女
珍作 ; 馬力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85
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系列 ; 90) .-- ISBN
978-986-7127-94-5 (平裝) NT$350
1.言論集 078
覺醒時刻 : 你所不知道的 80% / 珊朵
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千出版社,
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覺醒科
學 ; AS002) .-- ISBN 978-957-447-3540 (平裝) NT$320
1.言論集 078

群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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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經學史 / 簡逸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495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學研究
叢書. 經學史研究叢刊 ; 501A03) .-ISBN 978-986-478-442-4 ( 平 裝 )
NT$500
1.經學史 2.臺灣 090.9

哲學類
總論
四大聖哲 : 蘇格拉底、釋迦牟尼、
孔子、耶穌 / 傅佩榮, 郝廣才, 符芝瑛
文 ; 朱瑟雷夫, 保羅艾坦, 張世明, 麥
克努雪夫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-080 (平裝) NT$320
1.哲學 2.世界傳記 3.學術思想
109.9

學術思想概論
現代心靈 / 彼得.沃森(Peter Watson)
著 ; 張鳳, 楊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
刊, 11003 .-- 105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9-29-2 (平裝) NT$1080
1.思想史 2.近代史 110

中國哲學
道體易研究 / 林美惠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, 11002 .-3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134-8 (平裝) NT$400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121.17
從「修身」到「工夫」 : 儒家「內
聖學」的開顯與轉折 / 陳立勝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
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,
11003 .-- 486 面; 21 公分 .-- (東亞儒學
研究叢書 ; 30) .-- ISBN 978-986-545244-5 (精裝) NT$500
1.儒家 2.儒學 121.2
孟子講義 / 陳聖道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智觀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33-0-8 (平裝) NT$450

1.孟子 2.注釋

121.262

*荀子道德發展思想與教育 : 積行化
性以合天的自主模式 / 張銀樹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仁大學出版社,
11001 .-- 327 面; 21 公分 .-- (輔仁大學
研 究 叢 書 ; 228) .-- ISBN 978-9578843-67-7 (平裝) NT$380
1.(周)荀況 2.學術思想 3.道德 4.德育
121.27
*老子道德經選講講記 / 徐醒民講 .-彰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11001 .- 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7-43-3 (平裝)
1.道德經 2.注釋 121.311
道德經中的佛法奧義 : 阿西老師談
道德經中的佛陀智慧 / 陳博正編著 .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大 千 出 版 社 ,
11002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- (大眾佛
學 ; WS1101) .-- ISBN 978-957-447357-1 (平裝) NT$450
1.道德經 2.注釋 121.311
以心悟道論道德本源 : 從太極拳高
手到應物自然 / 劉駿濤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23 面; 21 公分 .-- (武學釋
典 ; 50) .-- ISBN 978-986-346-324-5 (平
裝) NT$300
1.道德經 2.研究考訂 121.317
老子 : 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 / 劉笑敢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 (世界哲學家叢書) .-- ISBN 978-95719-3255-2 (平裝)
1.老子 2.研究考訂 121.317
墨子之窗 / 松本州弘作 .-- 初版 .-- [臺
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5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55-2-1 (平裝) NT$380
1.(周)墨翟 2.學術思想 121.41
鬼谷文化概論 : 兼論唯心聖教對鬼
谷文化的弘揚 / 黃春枝著 .-- 臺中市 :
唯心宗南天文化院, 11001 .-- 6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88-43-8 (平
裝)
1.鬼谷子 2.研究考訂 121.887
方以智禪學研究 / 鄧克銘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哲大
系 ; 314) .-- ISBN 978-986-339-086-2
(平裝) NT$300

1.(清)方以智 2.學術思想 3.禪宗
127.12
十力語要 / 熊十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3 .-- 58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家講
堂 ; 13) .-- ISBN 978-986-522-432-5 (平
裝) NT$650
1.熊十力 2.學術思想 3.現代哲學
128.6
十力語要初續 / 熊十力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家
講堂 ; 14) .-- ISBN 978-986-522-433-2
(平裝) NT$380
1.熊十力 2.學術思想 3.現代哲學 4.
唯識 128.6

東方哲學
印度哲學史 / 楊惠南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哲學) .-ISBN 978-957-19-3257-6 (平裝)
1.印度哲學 2.哲學史 137.09

西洋哲學
為什麼哲學思考? : 法國哲學家利歐
塔給大一學生的四堂講課 / 讓.弗朗
索瓦.利歐塔(Jean-François Lyotard)著 ;
郭恩慈譯 .-- 臺北市 : 拉闊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37-0-4 (平裝) NT$425
1.西洋哲學 140
哲學用語事典 / 小川仁志作 ; 陳聖怡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3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67-2 (平裝)
NT$350
1.西洋哲學 140
*邁向多元他者 : 當代中華新士林哲
學及其發展 / 黎建球, 陳德光, 劉千美,
潘小慧, 曾慶豹, 何佳瑞, 周明泉, 王
佳煌, 譚明冉, 鄧元尉, 林淑芬, 林慧
如, 關永中, 周曉瑩, 李彥儀, 賴賢宗,
洪嘉琳, 徐光台, 陳運星, 陸敬忠, 張
永超, 黃崇修著 ; 周明泉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輔 仁 大 學 出 版 社 ,
11002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(輔仁大學
研 究 叢 書 ; 229) .-- ISBN 978-9578843-66-0 (平裝) NT$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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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沈清松 2.學術思想 3.士林哲學 4.
文集 142.207

心理學
美好生活提案 : 任林自我整理心法 /
王 聖 華 ( 小 山 ) 作 ; 忘 形 流 , Noun
Project 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法人臺北市任兆璋修女林美智老師
教育基金會, 11002 .-- 12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3114-7-2 (平裝)
NT$100
1.環境心理學 2.家庭佈置 3.生活指
導 172.81
他與她 : 榮格觀點的男性與女性心
理學 / 羅伯特.強森著 ; 徐曉珮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7-205-3 (平裝)
NT$300
1.成人心理學 2.精神分析 173.3
男人.英雄.智者 : 男性自性追尋的五
個階段 / 莫瑞.史丹(Murray Stein)著 ;
王浩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
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7203-9 (平裝) NT$360
1.成人心理學 2.男性 173.3
男女吸引力法則 / 莉莉安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 11004 .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37-4-6 (平裝)
1.成人心理學 2.兩性關係 173.3
男女黃金定律 / 莉莉安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 11004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37-1-5 (平裝)
1.成人心理學 2.兩性關係 173.3
決定版.一分鐘讀心術 / 蒼井剛主
編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文創
社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37-2-2 (平裝)
1.兩性關係 2.成人心理學 173.3
為什麼他老是聽不懂?為什麼她總是
在生氣? : 能聊也能撩,讓你主導關係
的男女心理學 / 内藤誼人著 ; 姜柏如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76) .-- ISBN 978986-507-274-2 (平裝) NT$320
1.成人心理學 2.兩性關係 173.3

天性與教養 : 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
的 交 互 作 用 / 馬 特 . 瑞 德 利 (Matt
Ridley)著 ; 洪蘭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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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77-987-1 (平裝) NT$400
1.人格心理學 2.基因 173.7
高敏感族的力量增強法 : 一本教你
如何在生活中駕馭自己各種力量的
習 作 書 / 愛 曼 達 . 卡 熙 兒 (Amanda
Cassil)著 ; 梁若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8
面; 24 公分 .-- (Creative ; 157) .-- ISBN
978-986-179-622-2 (平裝) NT$350
1.神經質性格 2.生活指導 173.73
難道,又是我想太多了嗎? : 給高敏感
族的你、我,以及我們,擁抱與生俱來
的天賦,找到不在乎的勇氣 / 朴午下
作 ; 陳品芳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2 .-- 33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566-2 (平裝) NT$360
1.神經質性格 2.生活指導 173.73
認識個性,改變心 : 人格 14 心座 =
Understand your personality and change
your destiny / 王秀園著 .-- 初版 .-- [新
北市] :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19 面; 23 公分 .-- (心靈成
長 ; 1) .-- ISBN 978-986-6265-15-0 (平
裝) NT$480
1.人格心理學 2.人格特質 173.75
*保羅.塞尚的世界觀 / Jane Roberts 著 ;
劉宇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52 面; 21
公分 .-- (內在探索 ; 24) .-- ISBN 978986-99123-9-6 (平裝) NT$420
1.超心理學 175
夢的潛意識心理學 : 典型夢境案例+
象徵符號解析.喚出你內心隱藏的重
要訊息 / 大衛.馮特納(David Fontana)
著 ; 宋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
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彩
繪版 .-- ISBN 978-986-5515-42-3 (平裝)
NT$450
1.夢 2.解夢 3.潛意識 175.1
每天吸點貓德勒 : 跟著貓咪輕鬆學
習休養心靈的「阿德勒心理學」 /
宿南章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

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595-2 (平裝) NT$350
1.阿德勒(Adler, Alfred, 1870-1937) 2.
精神分析學 3.貓 175.7
解密自卑情結 : 阿德勒心理治療歷
程解析 / 曾端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拓展
系列 ; D211) .-- ISBN 978-957-693-9501 (平裝) NT$399
1.精神分析學 175.7
精神分析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/ 林家
興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36 面; 23
公分 .-- (心理治療系列 ; 22176) .-ISBN 978-986-191-943-0 ( 平 裝 )
NT$420
1.精神分析學 2.精神分析治療法
175.7
我把萬人送到生命彼岸 : 一個法國
醫生以催眠引領眾人,前往靈界的療
癒之旅 / 尚賈克.夏博尼(Jean-Jacques
Charbonier)著 ; 黃琪雯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8979-1 (平裝) NT$360
1.催眠術 2.通靈術 175.8
*讓那個討厭的自己消失吧 : 如何運
用自我催眠改變自己 / 梅爾文.包沃
斯(Melvin Powers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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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i
生活 ; 18) .-- ISBN 978-986-99776-1-6
(平裝) NT$300
1.催眠術 2.催眠療法 175.8
能量淨化全書 : 迅速啟動個人與居
家的氣場結界 / 德拉賈. 彌卡哈里
(Draja Mickaharic)著 ; 繆靜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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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01-53-5 ( 平 裝 )
NT$380
1.超心理學 2.靈修 175.9
上游思維 : 在問題發生前解決的根
治之道 / 丹.希思(Dan Heath)著 ; 廖亭
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(New brain ; 62) .-- ISBN 978-986137-315-7 (平裝) NT$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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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思考 2.成功法

176.4

為什麼吃半塊蛋糕更容易胖?修復讓
關係、工作與生活脫序的 25 種心理
偏 誤 / 莎 拉 . 迪 芬 巴 赫 (Sarah
Diefenbach)著 ; 李雪媛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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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7-994-9 (平裝) NT$360
1.思維方法 2.心理學 176.4
為什麼常識不可靠? / 鄧肯.華茲
(Duncan J. Watts)著 ; 郭曉燕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,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0 面;
21 公分 .-- (思 ; 24) .-- ISBN 978-98699115-7-3 (平裝) NT$430
1.思考 176.4
超級 思維 / 蓋布瑞. 溫伯格(Gabriel
Weinberg), 蘿倫.麥肯(Lauren McCann)
著 ; 林麗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416 面; 22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52) .- ISBN 978-986-507-273-5 ( 平 裝 )
NT$450
1.思考 2.認知心理學 176.4
超強思維模型 / 夏恩.派瑞許(Shane
Parrish)著 ; 朱靜女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財
經 ; 430) .-- ISBN 978-986-398-653-9
(平裝) NT$400
1.思維方法 2.成功法 176.4
邏輯思維基本概念 : 理性決策的各
種思考工具 / 謝志高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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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40 面;
21 公 分 .-- (In Action! 使 用 的 書 ;
HA0096) .-- ISBN 978-957-9689-56-4
(平裝) NT$280
1.思考 2.邏輯 3.思維方法 176.4
孤獨世紀 : 衝擊全球商業模式,危及
生活、工作與健康的疏離浪潮 / 諾
瑞娜.赫茲(Noreena Hertz)著 ; 聞若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34-373-0 ( 平 裝 )
NT$450
1.孤獨感 2.網路社群 3.人際關係
176.5
歡迎光臨心情聊天室 : 楊俐容給少
年的 74 個情緒解方. 家庭篇 / 楊俐容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8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046-1 (平
裝) NT$380
1.青少年 2.情緒管理 176.5
藍月升起 : 送你的 18 個快樂明碼 /
陳創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50-0 (平裝)
NT$280
1.快樂 2.生活指導 176.51
究極一人行 / 劉黎兒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8974-6 (平裝) NT$320
1.孤獨感 2.社會心理學 176.52
情緒掌控,決定你的人生格局 / 宋曉
東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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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6-015-2 (平裝)
1.情緒管理 2.生活指導 3.自我實現
176.52
讓壞情緒和你好好相處 : 生氣、傷
心、不安、自責都很有用!每天心情
不打結,與自己和解的 5 堂療癒課 /
安娜貝爾.岡薩雷茲(Anabel González)
著 ; 江瑀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方
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9498-6 (平裝) NT$390
1.情緒管理 2.生活指導 176.52
管理憤怒的技術 / 茂木健一郎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002 .-24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663-7-5 (平裝) NT$350
1.憤怒 2.情緒管理 176.56
量子習慣力 : 輕鬆改變 A 習慣,B 的
命運自然改 /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喜文化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喚起 ;
28) .-- ISBN 978-986-99109-4-1 (平裝)
NT$280
1.習慣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 176.74
有趣的行為心理學 / 白笑禹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菁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大
眾心理叢書 ; 42) .-- ISBN 978-98606029-2-0 (平裝) NT$300
1.行為心理學 2.肢體語言 176.8

識人讀心 : 從行為表象看穿真實人
心 / 朱建國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
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銷售顧問金典 ; 114) .-- ISBN
978-986-5408-47-3 (平裝) NT$320
1.行為心理學 2.肢體語言 3.讀心術
176.8
如何巧用人性弱點 : 成功人士都在
用的高效攻心術 / 尤文.韋伯, 約翰.摩
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湘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3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5-438-7 (平裝)
1.應用心理學 2.人際關係 177
如何利用人性弱點 : 成功人士都在
用的高效攻心術 / 尤文.韋伯, 約翰.摩
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3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274-9 (平裝)
1.應用心理學 2.人際關係 177
曹操最聰明的用人之道 / 方東野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
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37-0-8 (平裝)
1.應用心理學 2.謀略 177
#月半日子 / Pa Yu, Esther 作 .-- 臺北
市 : 源泉科技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3-03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12 歲之前一定要學. 4, 訂定計畫&時
間管理 / 花丸學習會作 ; 伊之文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閱
讀) .-- ISBN 978-986-5863-91-3 (平裝)
NT$350
1.時間管理 2.生活指導 3.通俗作品
177.2
人生賽道,勇敢試也要勇敢放棄 / 劉
宥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85-2 (平
裝) NT$360
1.自我實現 2.職場成功法 177.2
允許你,成為完整的你 : 堅強很好,脆
弱也沒關係。認識真實的自己,溫柔
看待心底的傷,才能找到與這個世界
共處的頻率 / 叢非從作 .-- 新北市 : 蘋
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心發現 ; 8) .-- ISBN 978986-99728-5-7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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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生活有點難, 你笑得有點甜 / 周檀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方
舟 ; AHT0029) .-- ISBN 978-986-996685-6 (平裝) NT$36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177.2
好女人要懂的對自己下狠手 / 吳靜
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69-3 (平
裝) NT$35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女性
177.2
成為自己的老闆 : 從心思惟新人類 /
張淑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心人
類非凡教育訓練有限公司, 11003 .-216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107-0-3 (平裝) NT$28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*成為你自己,不完美也很美! / 湯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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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36-41-1 ( 平 裝 )
NT$35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女性
177.2
*先獨立,後愛人 / 戴登雲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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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6 面;
21 公分 .-- (高寶文學 ; GLA057) .-ISBN 978-986-361-993-2 ( 平 裝 )
NT$28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女性
177.2
佛陀與惡棍 / 維申.拉克亞尼(Vishen
Lakhiani)著 ; 張美惠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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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Big ;
352) .-- ISBN 978-957-13-8556-3 (平裝)
NT$400
1.企業管理 2.自我實現 3.成功法
177.2
你說的不應該,是我用盡全力的想望
/ 達達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

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631-7 (平裝) NT$33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放下人設,人生別急著找答案 : 迎接
人生下半場的 50 道練習題 = So long :
the halftime of my life / 黃俊隆著 .-- 初
版 .-- [臺北市] : 早安財經文化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涯
新智慧 ; 52) .-- ISBN 978-986-99329-12 (平裝) NT$42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為了配合你的情緒,我總是苛刻的對
待自己 : 不敢表達意見、總是在吃
虧?為什麼有人可以厚臉皮不顧別人,
我卻總是讓自己吃虧?因為,你忘了
怎麼對自己好一點。 / 積田美也子
作 ; 李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(Think ; 213) .-- ISBN 978-9865548-48-3 (平裝) NT$32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177.2
為什麼越重要的事越不想做? : 51 種
克服拖延與分心,打造超級自控力的
訓練計畫 / 舒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Learn 系
列 ; 53) .-- ISBN 978-957-13-8637-9 (平
裝) NT$320
1.時間管理 2.生活指導 177.2
信念的定律 / 于珊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 11004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37-3-9 (平
裝)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原來我不是沒自信,只是太容易被踐
踏! : 48 個習慣,建立壓不垮的自信 /
潮凪洋介著 ; 陳嫻若譯 .-- 再版 .-- 臺
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567-88-7 (平裝) NT$300
1.自信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 177.2
框架外的我,就是這麼可愛 / 閔瑞瑛
作 ; 劉宛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
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191 面; 21 公分 .-- (Ciel) .-- ISBN 978957-05-3305-7 (平裝) NT$240
1.自我肯定 2.生活指導 3.女性
177.2
財富之王 : 大娛樂家 P.T.巴納姆的人
生增值術 / P. T. 巴納姆著 ; 威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, 遠足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4
面; 19 公分 .-- (思 ; 23) .-- ISBN 978986-99115-6-6 (平裝) NT$380
1.成功法 2.財富 177.2
財富自由的吸引力法則 : 花最小的
力氣,創造最大的財富 / 菅原圭著 ; 林
仁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71-5 (平
裝) NT$280
1.成功法 2.財富 177.2
這樣也很好!大齡女子獨立宣言 : 丟
掉束縛、笑中泛淚!66 篇熟女養成記,
帶你揮別中年恐慌 / 珍妮.蘇(Jane Su)
著 ; 莊雅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好時光 ; 40) .-ISBN 978-986-248-945-1 ( 平 裝 )
NT$350
1.自我實現 2.女性 177.2
結果,立刻去做的人得到一切! / 藤由
達藏作 ; 邱心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0) .- 行動力筆記版 .-- ISBN 978-986-175584-7 (平裝) NT$28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最後一里路 : 請不要在快要成功的
時候放棄 / 王郁陽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569-7 ( 平 裝 )
NT$35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*創意的神奇魔法 : 開發創造力與自
我人格原型分析 / 卡洛.皮爾森, 夏朗.
席維特著 ; 張佩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143 (平裝) NT$520
1.自我實現 2.職場成功法 177.2
愛哭的人才不是膽小鬼 : 精神科醫
師開給你的不藥處方,超過 20 萬粉絲
追蹤、1 秒掃除不安與煩惱的高效
解憂語錄 / Tomy 著 ; 連雪雅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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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Wellness ; 16) .-- ISBN 978986-459-267-8 (平裝) NT$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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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我肯定 2.心理衛生

177.2

精氣神 / Jeanice 潘彥儐著 .-- 初版 .-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55-4-5 (平裝) NT$38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撕下標籤成就最好的自己 : 從產品
經理到新創企業家,全球頂尖菁英的
36 堂職涯課 / 丹尼爾.古德曼(Daniel
Goodman)著 ; 許可欣, 黃馨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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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7-997-0 (平裝)
NT$450
1.自我實現 2.職場成功法 177.2
薩題爾縱深對話 : 李崇建與學思達
夥伴的提問與實踐 / 學思達團隊作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學習與教育 ; 218) .-- ISBN 978-957503-824-3 (平裝) NT$40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歡天喜地 : 太陽盛德箴言錄 / 太陽盛
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香港商天圓
文化諮詢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
11002 .-- 136 面; 11 公分 .-- (超級生命
密 碼 叢 書 ; 24) .-- ISBN 978-98699712-2-5 (平裝) NT$500
1.成功法 2.靈修 177.2
讓自己很好度過人生際遇 = Let us
spend our life experiences well / 李耀庭
作 .-- 新北市 : 大開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0634-1-8 (平裝) NT$580
1.成功法 2.格言 177.2
讓愛飛翔 / 趙欣妍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614-0 (平裝) NT$30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女性
177.2
12 歲之前一定要學. 2 : 珍惜自己&人
際關係 / 花丸學習會作 ; 伊之文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3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閱
讀) .-- ISBN 978-986-5503-97-0 (平裝)
NT$350
1.人際關係 2.生活指導 177.3

人際關係與溝通 / 傅清雪編著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48-43-4 (平裝)
1.人際關係 2.溝通技巧 177.3
你和我之間 : 找到遠不孤單,近不受
傷,剛剛好的距離 / 金惠男著 ; 何汲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Creative ; 158) .-- ISBN 978-986-179623-9 (平裝) NT$380
1.人際關係 177.3
與人交陪、收放自如的人際關係心
理學 / 嚴建興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贏家 ; 40) .-- ISBN 978986-411-135-0 (平裝) NT$270
1.人際關係 2.應用心理學 177.3
關係免疫力 : 哈佛心理學家教你建
立有韌性的人際關係,有效修復情感
裂縫 / 梅樂妮.喬伊(Melanie Joy)著 ;
梁郁萍, 劉宗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顧
問) .-- ISBN 978-957-13-8598-3 (平裝)
NT$350
1.人際關係 2.安全感 3.溝通技巧
177.3
輔導手札 : 一位助人者的心靈向度 /
潘正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(輔導諮商系列 ; 21129) .-ISBN 978-986-191-939-3 ( 平 裝 )
NT$250
1.心理輔導 2.心理諮商 178.3
諮商理論與技術 : 在社會工作之應
用 / 羅幼瓊, 楊顗帆, 游以安, 吳珮瑀,
翁毓秀, 洪千惠, 籃文彬, 彭武德, 王
大維, 洪慧涓, 鄒繼礎合著 ; 張雯雯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2-739-5 ( 平 裝 )
NT$500
1.諮商 2.諮商技巧 3.心理治療
178.4
心理治療與易經 / 朱嘉美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天馬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(心理
治療叢書 ; B2062) .-- ISBN 978-9866193-06-4 (平裝) NT$250
1.易經 2.心理治療 178.8

包文家庭系統理論之八大概念 : 一
種思考個人與團體的新方式 / 羅貝
塔.吉爾伯特(Roberta Gilbert)作 ; 江文
賢, 馬康哲, 曾素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包文理論顧問有限公司, 11001 .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642-1-6 (平裝) NT$280
1.家族治療 2.家庭關係 178.8

(Max H. Bazerman), 安 .E. 坦 柏 倫 塞
(Ann E. Tenbrunsel)作 ; 葉妍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
思潮 ; 207) .-- ISBN 978-986-134-372-3
(平裝)
1.倫理學 2.職業倫理 3.決策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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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你很好 / 考拉小巫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方舟 ; 30) .-- ISBN 978-98699668-4-9 (平裝) NT$380
1.焦慮 2.心理治療 3.生活指導 4.自
我實現 178.8

「壞日子」總有個期限 / 麥潔芳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519-9-9 ( 平 裝 )
NT$30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
情緒平復練習 : 認知行為治療實作
指南 / 賽斯.吉爾罕(Seth J. Gillihan)著 ;
卓文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(健康百科 ; 50) .-- ISBN 978-9865582-08-1 (平裝) NT$390
1.認知治療法 2.情緒管理 178.8
情緒過勞的我,有些話想對自己說 :
閱讀治療師陪你走過心靈修復之路,
擺脫五種毒性心態,重建剛剛好的人
際距離與自我平衡 / 趙玟英著 ; 馮燕
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4 面; 21 公
分 .-- (Life) .-- ISBN 978-957-14-7147-1
(平裝)
1.心理治療 2.生活指導 3.自我實現
178.8
飼養病症的我們 : 生病不能逃避生
命,做自己的心理自療師,培養正能量
的 64 條治癒守則 / 王郁陽, 花榮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98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572-7 (平
裝) NT$350
1.心理治療 2.心理衛生 178.8
智力測驗輕鬆搞定(含試題解析) / 軍
職編輯小組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2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14-9 (平裝)
1.智力測驗 179.2

倫理學
悖德的決策 : 哈佛、華頓商學院跳
脫思考盲點必讀經典 / 麥斯.貝澤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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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奔跑吧,小毛驢雪曼! / 克里斯多
福.麥杜格(Christopher McDougall)著 ;
莊安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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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38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4888-4 (平裝) NT$450
1.人生哲學 2.動物心理學 191.9
*在生命大海中飄蕩的你我. 三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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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百萬
巨 作 系 列 ; 3) .-- ISBN 978-957-438485-3 (平裝) NT$48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逆轉人生 : 穿透成功的實相與價值
重新定位生命的意義 / 張廣博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家親文化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45-0-1 (平裝) NT$35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菩薩心語. 6 / 黃子容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智在心
靈 ; 66) .-- ISBN 978-986-99126-4-8 (平
裝) NT$300
1.人生哲學 2.修身 191.9
極地探險家的美好生活祕密 : 沒膽
玩命,也要拚命挖掘的人生冒險法則
/ 厄凌.卡格(Erling Kagge)著 ; 謝佩妏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18 公
分 .-- (walk ; 25) .-- ISBN 978-986-554947-3 (平裝) NT$32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解結悟真 了知生命實相 / 黃怡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59-74-8 ( 平 裝 )
NT$400
1.人生哲學 2.修身 191.9

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自
信人生 ; 172) .-- ISBN 978-986-175583-0 (平裝) NT$31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
願世間美好與你環環相扣 : 23 個正
念祕訣,讓你在生活中保持快樂和溫
暖 / 徐多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顧
問 ; 408) .-- ISBN 978-957-13-8597-6
(平裝) NT$350
1.人生哲學 2.修身 191.9

魔法蠟燭寶典 : 金錢、愛情、療癒,
實現 28 種人生願望 / 雷蒙德.巴克蘭
(Raymond Buckland)著 ; Sa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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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6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01-54-2 ( 平 裝 )
NT$450
1.靈修 2.神祕主義 192.1

一定要原諒嗎? : 走出錯待的 9 個故
事 / 林凱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
園書房出版社, 11003 .-- 21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768-2 (平裝)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打開阿卡西紀錄的鑰匙 : 發揮靈魂
的最高潛能 / 錢家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可出版社, 11003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575-3-4 (平
裝) NT$333
1.靈修 192.1
我喜歡工作,如果可以,不上班的工作
更好 / 劉揚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336 (平裝) NT$34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3.自我實現
192.1
*所有經歷,都是為了成就更好的你 /
何權峰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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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000-8 (平裝) NT$28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練習不焦慮 : 96 種讓心靈新陳代謝
的好方法 / 有川真由美著 ; 張玲玲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80-7 (平裝)
NT$30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誰綁了你! / 胡可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種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265-7-7 (平裝) NT$25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積善 : 轉化自我、財富、家庭、緣
分的不可思議力量 / 許峰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

變身為自己的大老闆 : 量子能量意
識大躍進 / 張淑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心人類非凡教育訓練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07-1-0 (平裝) NT$22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*12 歲前一定要學會的事. 1, 如何溝
通?怎麼表達? / 花丸學習會作 ; 伊之
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2 .-- 136 面; 21X19 公分 .-- (廣泛
閱讀) .-- ISBN 978-986-5503-95-6 (平
裝) NT$35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192.32
一句話讓人變心 : 如何巧推大腦成
為說話高手? / 李明憲作 .-- 初版 .-- 花
蓮縣壽豐鄉 : 李明憲, 11004 .-- 3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39-3 (平
裝) NT$50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3.口才
192.32
有梗 / 黃西著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(Think ; 214) .-- ISBN 978-986-554844-5 (平裝) NT$340
1.說話藝術 2.幽默 192.32
扭轉結果的溝通技巧大百科 / 戶田
久實作 ; 劉姍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39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268-9 (平裝) NT$350
1.溝通技巧 2.說話藝術 3.人際關係
192.32
黃渤說話的藝術 : 為什麼他能讓周
星馳佩服、林志玲以他為擇偶標準?
/ 劉瑞江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3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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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(Biz ; 356) .-- ISBN 978-986-554845-2 (平裝) NT$340
1.說話藝術 2.口才 192.32
微交談 : 告別「聊天終結者」!只要 3
步驟,一開口就能在 5 分鐘內贏得好
感,陌生人也能馬上變朋友! / 戴愫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平
安叢書 ; 第 676 種)(溝通句典 ; 48) .-ISBN 978-957-9314-97-8 (平裝)
1.溝通技巧 2.說話藝術 3.人際關係
192.32
操弄第一印象的說話引導術 / 岸正
龍著 ; 金桃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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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36-7-1 (平裝)
NT$34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3.人際關係
192.32
*聽懂暗示,回話暖心的聰明接話術 :
反應力、說話力、傾聽力全面提升,
不再因說錯話而得罪人 / 山口拓朗
作 ; 林麗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
致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909-6-6 (平裝)
NT$28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192.32
*讓名嘴 Larry King 教你如何提升說
話技巧 / 賴利.金著 ; 徐仲秋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9-12-9 (平裝) NT$32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3.口才
192.32
讓你說話更有趣的 40 個技巧 : 日本
說話大師教你這樣說,克服緊張害羞,
報告、提案、閒聊都能一開口就具
有感染力! / 櫻井弘著 ; 趙君苹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(翻轉學系列 ; 55) .-- ISBN 978-986507-270-4 (平裝) NT$32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192.32
李偉文筆記書. 3 : 一定要幸福! / 李偉
文著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
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92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69-48 (平裝) NT$260
1.格言 192.8

這個句子改變我 / 定政敬子作 ; 胡毓
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89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69-6 (平裝)
NT$320
1.格言 192.8
生死書 / 瑪格麗特.萊斯(Margaret Rice)
作 ; 朱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
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57-2 (平裝)
NT$390
1.生死學 197
面對死亡,你準備好了嗎? / 村上陽一
郎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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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樂活
人生) .-- ISBN 978-986-5534-38-7 (平
裝) NT$320
1.生死觀 2.死亡 197
只用 10%的薪水,讓全世界的財富都
聽你的 / 喬治.山繆.克雷森(George
Samuel Clason)著 ; 鄧捷文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Wealth &
dream ; 14) .-- ISBN 978-986-99768-6-2
(平裝) NT$299
1.職業倫理 2.財富 198
職場倫理 : 含 WE 職場倫理認證 / 楊
政學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79-8 (平
裝)
1.職業倫理 198
企業倫理新說 : 觀念與實例 / 林晉寬,
馬成珉, 林俊雄, 廖宜慶, 陳昭蓉, 游
淑萍, 虞邦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1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1-778 (平裝) NT$450
1.商業倫理 198.49

宗教類
總論
科學與宗教 : 400 年來的衝突、挑戰
和展望 / 李雅明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445-5 (平裝) NT$400
1.宗教與科學 200.16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 : 關聖帝君明聖
真經全部 / 楊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1 .-- 6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ISBN 978-986-7127-93-8 ( 平 裝 )
NT$500
1.民間信仰 208
舊社會,新信仰 : 中國與羅馬的宗教
轉化(西元一至六世紀) / 德雷克
(Harold Drake), 瑞麗(Lisa Raphals)編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6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08-5704-7 (平裝)
1.宗教史 2.比較研究 3.中國 4.羅馬
帝國 209
被隱藏的眾神 : 一段在中東尋找古
老智慧的旅程 / 傑拉德.羅素(Gerard
Russell)著 ; 葉品岑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現場 ; 19) .-- ISBN 978-9865524-42-5 (平裝) NT$520
1.宗教史 2.少數族群 3.中東 209.35

宗教學
宋代讀書人與他們的鬼 / 蔡宗穎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73-0 (平裝)
NT$350
1.鬼神 2.宋代文學 3.文化研究
215.6
輪迴與業力 : 人類存在的兩項基本
真理 / 魯道夫.施泰納(Rudolf Steiner)
作 ; 陳脩平翻譯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冬
山鄉 : 三元生活實踐社, 11001 .-- 201
面; 21 公分 .-- (魯道夫.施泰納演講集 ;
４) .-- ISBN 978-986-97160-8-6 (平裝)
NT$280
1.輪迴 2.因果 3.文集 216.9

佛教
朱鏡宙詠莪堂全集 : 佛學類. 二 / 朱
鏡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2 .-- 390 面;
21 公分 .-- (佛學類 ; 2) .-- ISBN 978986-97512-8-5 (精裝)
1.佛教 2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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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 識 新 引 = The new derivation of
vijnaptimatra / 張尚德講述 .-- 初版 .-苗栗縣獅潭鄉 : 達摩出版社, 11002 .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835-1-1 (第 13 冊:平裝) NT$400
1.唯識 2.佛教哲學 220.123
根本佛教解脫道論 : 木村泰賢新大
乘運動思想觀 / 木村泰賢著 ; 釋依觀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16 面; 22
公分 .-- (Open ; 2) .-- ISBN 978-957-053303-3 (平裝) NT$530
1.大乘佛教 2.佛教哲學 220.133
人間佛教研究. 2021 第十一期 / 陳劍
鍠主編 .-- 新北市 : 香海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22-4-2 ( 平 裝 )
NT$280
1.佛教 2.文集 220.7
民眾佛教的扎根 : 日本. III / 末木文
美士編輯委員 ; 辛如意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04 .-- 5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05-7 (平
裝) NT$600
1.佛教史 2.日本 220.931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八大人覺經
佛說四十二章經 佛說無常經 六祖大
師法寶壇經合刊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
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76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37-6-4 (精裝)
NT$340
1.佛經 221.09
大方廣佛華嚴經 / (唐)于闐國三藏沙
門實叉難陀譯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9537-7-1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6000
1.華嚴部 221.22
生死心切 / 淨空老和尚講評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
化基金會, 11003 .-- 789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81-0-6 (精裝)
1.方等部 2.注釋 221.34
淨土大經科註生字注音注解 / 香港
佛陀教育協會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
11004 .-- 30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1-2-0 (精裝)
1.方等部 221.34
*金剛經解行二門 / 惟全法師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

乘基金會, 110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(大乘叢書 ; B-188) .-- ISBN 978-98699085-9-7 (平裝)
1.般若部 221.44
金剛經會意 / 癡翁編撰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館 ;
7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657490-0 (平裝)
1.般若部 221.44
靜思法髓妙蓮華 : 法華七喻 : 火宅喻.
貳 / 釋證嚴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(經藏系列) .-ISBN 978-986-99604-8-9 ( 精 裝 )
NT$400
1.法華部 221.51
天台藏經典部 : 維摩詰所說經(讀誦
本) / 釋覺行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水
月寺, 11002 .-- 1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9183-3-7 (平裝) NT$270
1.經集部 221.721
天台藏經典部 : 思益梵天所問經(讀
誦本) / 釋覺行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水月寺, 11002 .-- 161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89183-5-1 ( 平 裝 )
NT$380
1.經集部 221.727

直接看見 : <<現觀莊嚴論>>的三種
智慧 / 彌勒菩薩原典作 ; 法尊法師原
典 譯 ; 國 師 嘉 察 仁 波 切 (Gyaltsab
Rinpoche)釋論作 ; 慧竺法師釋論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192 面; 22 公分 .-- (有
情分享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988009-1 (精裝)
1.現觀莊嚴論 2.大乘釋經論 3.注釋
222.22
一所生命的學校 = A school of life / 慧
光法師, 葉本殊口述 ; 李惠貞文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維摩舍文教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46-0-3 ( 平 裝 )
NT$500
1.尼泊爾菩薩沙彌學院 2.佛教教育
224.23
*念佛一永日儀規 / 智嚴居士編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今成出版社, 10912 .- 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6799-7-9 (平裝)
1.佛教諷誦 224.3
但盡凡心. 十八 / 劉發泉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,
11002 .-- 3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391-5-3 (平裝)
1.佛教 2.通俗作品 224.515

佛藏經講義. 第十輯 / 平實導師述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58-3-6 (平裝) NT$300
1.經集部 221.733

般若隨筆 : 兼懷西屯時代的般若學
院 / 修印法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金剛山般若學院, 11001 .-- 7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72-2-6 (平裝)
224.517

天台藏經典部 : 菩薩瓔珞本業經 仁
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(讀誦本) / 釋
覺行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水月寺,
11002 .-- 147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183-4-4 (平裝) NT$250
1.經集部 2.般若部 221.741

一繪圓覺 : 洛桑龍達唐卡藝術 = A
wakening thoughts from a stroke :
Thangka art by master Lobsang Longda /
洛桑龍達金剛上師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2 .-- 400 面; 29X29 公分 .-- 中英
對照 .-- ISBN 978-957-794-201-2 (精裝)
NT$3000
1.唐卡 2.佛教藝術 3.藏傳佛教
224.52

天台藏經典部 :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
了義經 大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(讀誦
本) / 釋覺行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水
月寺, 11002 .-- 81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9183-2-0 (平裝) NT$250
1.經集部 2.般若部 221.782
唯識五位百法探源 / 黃高証著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獅潭鄉 : 達摩出版社,
11002 .-- 8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35-0-4 (平裝) NT$400
1.瑜伽部 222.13

生命探索繪圖. A / 覺年法師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64 面; 25X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22-5-9 ( 平 裝 )
NT$290
1.繪畫 2.佛教美術 3.佛教說法
224.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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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探索繪圖. B / 覺年法師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80 面; 25X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22-6-6 ( 平 裝 )
NT$350
1.繪畫 2.佛教美術 3.佛教說法
224.52
生命探索繪圖. C / 覺年法師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60 面; 25X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22-7-3 ( 平 裝 )
NT$320
1.繪畫 2.佛教美術 3.佛教說法
224.52
翰墨群英書畫集. 第一輯 / 張自堅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3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94-200-5 (精裝)
NT$1500
1.書畫 2.作品集 224.52
慈悲的心路. 六 : 普天第一 : 馬來西
亞<<清淨.大愛.無量義>>音樂手語
劇 / 周濟帆, 葉濟慇, 張晶玫, 胡青青,
胡瑞珠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
人文出版社, 11002 .-- 608 面; 21 公
分 .-- (莫忘那一年. 2009) .-- ISBN 978986-99250-7-5 (精裝) NT$36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佛教
藝術 3.音樂劇 4.手語 224.55
戒善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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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288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848-4-3 ( 平 裝 )
NT$120
1.佛教說法 225.4
活出生命的豪情 : 走過佛光會三十
年 / 慈容法師著 .-- 初版 .-- [高雄市] :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36
面; 21 公分 .-- (藝文叢書 ; 8057) .-ISBN 978-957-457-577-0 (平裝附數位
影音光碟) NT$350
1.佛教說法 225.4
智慧之門 / 釋如本著 .-- 三版 .-- 臺南
市 : 法王講堂, 11003 .-- 31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048-20-3 (平裝)
1.佛教教化法 2.佛教修持 225.4
靜思法髓溯源 / 釋證嚴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9604-7-2 (全套:精裝)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

225.4

靈 鷲 山 弘 法 紀 要 . 2020 = Annual
collection of Dharma propagation of the
Ling Jiou Mountain Buddhist Society.
2020 / 釋法昂, 陳坤煌, 林佳儀, 楊湳
榆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靈鷲山般
若文教基金會, 11001 .-- 20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3033-2-4 (平裝)
NT$600
1.佛教教化法 2.佛教說法 225.4
修行的秘密 / 林勝義作 .-- 高雄市 : 林
勝義, 11002 .-- 12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513-3 (平裝) NT$300
1.佛教修持 225.7
破解意識程式 / 韓乃國, 李圓編著 .-桃園市 : 中華燃燈印心協會, 11002 .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818-2-1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.佛教教化法 225.7
正德佛堂觀世音菩薩靈感無比救助
無數信眾苦難之真實事蹟 / 慈音雜
誌社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慈音雜誌
社出版 : 正德佛堂發行, 11001 .-- 112
面; 21 公分 .-- (正德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99603-0-4 (第 2 冊:平裝)
1.佛教信仰錄 225.8
带着禅心去上班 : 圣严法师的禅式
工作学 / 圣严法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法鼓文化, 11004 .-- 152 面; 21 公
分 .-- 正體題名:帶著禪心去上班：聖
嚴法師的禪式工作學 .-- ISBN 978957-598-906-4 (平裝) NT$180
1.佛教修持 2.職場成功法 225.87
修學人生 吃飯開始 / 禪和尚本性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上趣創意延展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 (本性相見歡系列 ; 3) .-- ISBN 978986-91880-7-4 (平裝) NT$200
1.佛教修持 225.87
禪悅 / 大願比丘原著.講述 ; 慈蓮寺文
教小組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慈蓮
寺 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6907-7-5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96907-8-2 (下冊:平裝)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225.87
*迴入婆娑度眾生 : 又名「確保往生
極樂世界成功之關鍵」 / 曾湘傑撰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
市大乘基金會, 11001 .-- 64 面; 19 公
分 .-- (大乘叢書 ; D-408) .-- ISBN 978986-99085-8-0 (平裝)

1.淨土宗 2.佛教修持

226.55

淨土晨音. 第一輯, 如何在無常中覺
悟人生 / 華藏淨宗學會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
金會, 11001 .-- 15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512-9-2 (精裝)
1.淨土宗 2.佛教說法 226.55
淨土晨音. 第二輯, 人生的真相是什
麼 / 華藏淨宗學會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
11003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1-1-3 (精裝)
1.淨土宗 2.佛教說法 226.55
無門關 : 開悟的臨門一腳 / 鄭振煌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千出版社,
11002 .-- 49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眾佛
學 ; WS10905) .-- ISBN 978-957-447355-7 (平裝) NT$499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226.6
遇见达摩祖师 : 无我无心 / 卢胜彦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
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003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盧勝彥文集 ; 282) .-- ISBN
978-986-5551-38-4 (平裝) NT$260
1.禪宗 2.修身 226.6
遇見達摩祖師 : 無我無心 / 盧勝彥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
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003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37-7 (平
裝) NT$260
1.禪宗 2.修身 226.6
佛法三法印 / 方俐懿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方俐懿, 11001 .-- 7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56-0 (平裝)
NT$380
1.禪宗 2.佛教教理 3.佛教修持
226.61
*我讀壇經 : 天帝神佛不離老子易道
/ 耿大祥撰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寒亭
書社, 11001 .-- 222 面; 23 公分 .-- (寒
亭書社經典沙龍文史典故系列) .-ISBN 978-986-99443-3-5 ( 平 裝 )
NT$280
1.六祖壇經 2.注釋 226.62
量理寶藏論日藏譯 / 絨敦獅子吼著 ;
堪布洛桑滇增譯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伸
港鄉 : 臺北八蚌文化出版社, 11003 .- 5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25-0-9 (平裝) NT$450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說法
226.9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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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慧光集. 78 : 臨終準備及助念實操手
冊&正確面對 死亡無懼 / 堪布慈誠羅
珠仁波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寧
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, 110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99339-0-2 (全套:
平裝)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3.生命終期
照護 226.964
心心相印,就是這個! : <<恆河大手印
>>心要指引 / 噶千仁波切(Garchen
Rinpoche)作 ; 張昆晟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開
示 ; 26) .-- ISBN 978-986-98800-8-4 (平
裝) NT$36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在家修行 : <<龍樹菩薩勸誡王頌>>
講記 / 龍樹菩薩根本頌 ; 第 9 世堪千
創古仁波切講述 ; 堪布羅卓丹傑藏
譯中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法源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853-3-4 ( 平 裝 )
NT$36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利器之輪講記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財
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48-7-4 (第 3
冊:平裝)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殘酷才是青春 : 索達吉堪布教你從
痛苦中提煉人生 / 索達吉堪布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
版基地發行, 11002 .-- 31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567-80-1 (平裝)
NT$38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圖解百字明 / 張宏實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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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2 .-- 20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01-52-8 (平裝) NT$38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3.咒語
226.965
藏密甯瑪派禪修密意 / 談錫永主編.
釋 ; 馮偉強, 楊杰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離言叢書 ; 13) .- ISBN 978-986-98930-8-4 ( 平 裝 )
NT$240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

226.96615

妙蓮花論 = ༄༅།།ངོ་མཚར་པདྨའ་ི བསོད་བརོད། / 優婆
塞.阿旺卓央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魚
池鄉 : 財團法人南林尼僧佛教基金
會附設南林出版社, 11001 .-- 853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08-2-6 (精
裝) NT$800
1.色麥欽則仁波切 2.藏傳佛教 3.佛
教傳記 226.96649
大威德之光 : 熱譯師傳 / 熱.益西森格
著 ; 多識仁波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聖地文化出版社, 11001 .-- 46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49-2-0 (精裝)
NT$460
1.熱羅多吉扎 2.藏傳佛教 3.佛教傳
記 226.969
證悟的流浪者 : 巴楚仁波切之生平
與言教 / 馬修.李卡德作 ; 普賢法譯小
組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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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48 面;
22 公分 .-- (成就者傳記 ; JS0015) .-ISBN 978-986-99764-1-1 (平裝)
1.巴楚仁波切 2.藏傳佛教 3.佛教傳
記 226.969
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的故事 / 和裕文
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和裕出版
社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(法藏叢書 ;
A042) .-- ISBN 978-986-99474-8-0 (平
裝) NT$320
1.菩薩 229.2
令具威德懷愛本尊 / 洪啟嵩主編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佛
教 小 百 科 ; 16) .-- ISBN 978-98698930-6-0 (平裝) NT$320
1.菩薩 2.佛教修持 229.2
長壽延命本尊 / 洪啟嵩主編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佛教
小百科 ; 14) .-- ISBN 978-986-98930-77 (平裝) NT$330
1.菩薩 2.佛教修持 229.2
祇有香如故 / 華藏法難基金會著作 .- 新北市 : 覺學文化中心, 10912 .-424 面; 23 公分 .-- (宗教文化) .-- ISBN
978-986-91517-5-7 (平裝) NT$540
1.釋行武 2.佛教傳記 229.387
道元禪師 : 日本曹洞宗初祖 / 胡建明
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

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1 .-40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938-1-4 (精裝) NT$380
1.佛教傳記 2.日本 229.63
廣公紀念堂巡禮 / 釋心見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釋心見, 11001 .-- 3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584 (平裝)
1.佛教傳記 2.通俗作品 229.63

道教
*太一天章陽雷霹靂普天大醮 / 三洞
法師無吾真人匯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無極心想事成工作室, 11001 .-135 面; 22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1631-3-2 (平裝)
1.道教儀注 234.1
道經唱誦科儀二十四部經書 疏文、
榜文範例 / 翰林院經藏組作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羅躍權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57-43-8559-1 (全套:平裝)
NT$7500
1.道教儀注 234.1

基督教
拿戈瑪第經集 : 散佚的聖經篇章,遺
失 的 千禧 福音 / 馬文. 梅爾(Marvin
Meyer)作 ; 李宇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一中心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0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7-034 (精裝) NT$1600
1.基督教 240
栽種番薯的基督 : 臺灣本土基督教
社會實踐研究 / 蔡維民作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(宗教
命理類 ; PA0108)(光與鹽 ; 3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883-3 (平裝)
NT$300
1.基督教 2.文集 3.臺灣 240
爱德华兹的基督教德性观研究 / 刘
锦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10 面; 26
公分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七編 ;
第 1 冊)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愛德
華茲的基督教德性觀研究 .-- ISBN
978-986-518-372-1 (精裝)
1.愛德華茲(Edwards, Jonathan, 1727–
1758) 2.神學 3.基督教哲學 240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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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学的文化逻辑 : 形上、艺术、
宗教、美学之比较 / 查常平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基督教文化研
究叢書. 七編 ; 第 8-9 冊) .-- 簡體字版;
正體題名:人文學的文化邏輯: 形上、
藝術、宗教、美學之比較 .-- ISBN
978-986-518-379-0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380-6 (下冊:精裝)
1.人文學 2.文化研究 240.8
由俗入圣 : 教会权力实践视角下乡
村基督徒的宗教虔诚及成长 / 周浪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0 面; 26 公
分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七編 ;
第 7 冊)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由俗
入聖: 教會權力實踐視角下鄉村基督
徒的宗教虔誠及成長 .-- ISBN 978986-518-378-3 (精裝)
1.基督教史 2.中國 240.8
保尔.克洛岱尔天主教戏剧中的佛教
影响研究 / 黄冠乔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- (基督教文
化研究叢書. 七編 ; 第 2 冊) .-- 簡體
字版; 正體題名:保爾.克洛岱爾天主
教戲劇中的佛教影響研究 .-- ISBN
978-986-518-373-8 (精裝)
1.西洋戲劇 2.宗教劇 3.劇評 240.8
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
活动(1721-1846) / 宾静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冊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
七編 ; 第 3-4 冊)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
名:清代禁教時期華籍天主教徒的傳
教活動(1721-1846) .-- ISBN 978-986518-374-5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375-2 (下冊:精裝)
1.天主教 2.傳教史 3.中國 240.8
基 督 教 " 山 东 复 兴" 运动 研究 (19271937) / 赵建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冊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七編 ;
第 5-6 冊)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基
督 教 " 山 東 復 興 " 運 動 研 究 (19271937) .-- ISBN 978-986-518-376-9 (上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77-6
(下冊:精裝)
1.基督教史 2.中國 240.8
遇見神 / 陳禮元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
鳳林鎮 : 陳禮元, 11001 .-- 96 面; 1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16-4 (平裝)
NT$50
1.聖經故事 2.靈修 241
只有這一生 = You only live once / 黃
厚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主流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 (Logos 系列 ; 10) .-- ISBN 978-98698609-6-3 (平裝)
1.聖經研究 241.01
聖經小學堂. 2 : 舊約篇快問快選 / 劉
睦雄, 沈紡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: 華宣出版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(聖經與人生系列 ; 18) .-- ISBN 978986-99008-8-1 (平裝)
1.舊約 2.問題集 241.1
與馬同跑 : 16 堂耶利米書精讀課 / 尤
金.畢德生(Eugene H. Peterson)著 ; 張
秀蘭, 沈香芸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
版部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50-522-6 (平裝)
1.耶利米書 2.注釋 241.42
細讀撒迦利亞書、瑪拉基書 / 盧俊
義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信福出版
社, 11003 .-- 21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62-77-3 (精裝) NT$220
1.撒迦利亞書 2.瑪拉基書 3.注釋
241.498
國度.權柄.榮耀 / 許震毅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雅歌出版社, 11002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927-393 (平裝)
1.主禱文 2.教牧學 241.692
今日遇見聖保祿 : 保祿書信詮釋 / 丹
尼爾.海靈敦(Daniel J. Harrington)著 ;
陳靜怡, 龔涵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聞道出版社, 11002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5-0-0 (平裝)
NT$300
1.保羅書信 2.聖經研究 241.707
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 : 羅馬書注釋 /
畢特(Joseph Agar Beet)原著 ; 鍾聲實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活道出版社,
11001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6-0-1 (平裝)
1.羅馬書 2.注釋 241.71
也谈神学 / 陈希曾着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淡水區新市 : 活道出版社, 10912 .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：也談
神學 .-- ISBN 978-986-97456-9-7 (精裝)

1.神學

242

也談神學 / 陳希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活道出版社, 10912 .-- 37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56-8-0 (精裝)
1.神學 242
基督教入門讀物 : 基督教真義問答 /
方藝樺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6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9-83-0 (平裝)
NT$650
1.神學 2.基督教 242
應用神學 : 活化聖經中的生活智慧 /
李順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橄欖出
版有限公司出版 : 華宣出版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3 .-- 584 面; 21 公分 .-(信徒神學叢書 ; 32-) .-- ISBN 978-957556-898-6 (卷 2:平裝)
1.神學 2.基督徒 242
*征服黑暗使者 / 柯瑞福(Charles H.
Kraft)著 ; 蘇心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1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24-2 (平裝)
1.神學 2.靈修 242.5
探索耶穌七大奇事 / 大衛.鮑森(David
Pawson)著 ; 李靜宜, 郭秀娟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
書房, 110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教
導 叢 書 ; ET094) .-- ISBN 978-9579209-68-7 (精裝)
1.神學 242.81
上帝的公司 : 箴言三十一章教我的
企管之道 = P31 : a business according
to Holy Bible / 河亨祿作 ; 徐國明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
11003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8-771-2 (平裝)
1.基督徒 2.信仰 244.9
天命與你 : 蒙召服事 / 克羅尼
(Edmund P. Clowney) 作 ; 王志勇 翻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改革宗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09-3-8 ( 平 裝 )
NT$160
1.基督徒 2.教牧學 244.9
基督在你心 / 艾瑞克. 強生(Eric B.
Johnson)作 ; 羅睿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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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16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7462-9-8 (平裝)
1.基督徒 244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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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越節的預言 : 神如何在危機中重
整人心與列國 / 恰克.皮爾斯(Chuck D.
Pierce)著 ; 秦蘊璞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和撒那文化事業基金
會, 11001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1702-3-0 (平裝)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
愛語永不止息 : 一起經歷在基督裡
敬拜的喜樂 / 區黃明輝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
教靈糧世界佈道會臺北靈糧堂出版 :
臺北靈糧堂事業處發行, 11001 .-- 2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45-38 (平裝) NT$200
1.基督徒 2.信仰 244.9
你被手機偷走多少時間? : 21 天終結
瞎忙與分心,滿足渴求的心靈 / 提摩
希.柏狄克(T. J. Burdick)著 ; 曹志誠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聖保
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, 11003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靈修系列 ;
F0061) .-- ISBN 978-986-6036-67-5 (平
裝) NT$300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3
智慧的箴言 : 箴言. 第 12 集 / 鄭明析
著 ; 明言翻譯部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明人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957-2-9 (精裝) NT$360
1.基督教 2.靈修 3.箴言 244.93
渴慕神 / 陳禮元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
鳳林鎮 : 陳禮元, 11001 .-- 96 面; 1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15-7 (平裝)
NT$50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3
窮得只剩下錢 / 王陽明著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
版 :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(靈命進深叢書 ;
54) .-- ISBN 978-957-556-896-2 (第 1 冊:
精裝附光碟片)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3
*釋放心靈的枷鎖 : 醫治創傷與罪惡,
擺脫魔鬼的影響 / 尼爾.羅薩諾(Neal
Lozano)著 ; 翁毓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
智文化事業, 11002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關懷 ; J0028) .-- ISBN 978986-6036-66-8 (平裝) NT$400
1.基督徒 2.祈禱 3.靈修 244.93

靈性排毒 : 清理負面思想,鍛鍊內在
力量 / 威利.三松(Wilfredo M. Samson)
著 ; 劉運濤, 古蘭貞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光啟文化事業, 11002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44-3 (平
裝) NT$200
1.天主教 2.靈修 244.93
錫安品格教育 : 塑造成酷似耶穌 =
Zion character discipline : imitation of
Jesus / 曹力中著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臺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, 11003 .- 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1118-8-1 (第 1 冊:平裝)
1.基督徒 2.青少年教育 3.品格
244.982
婚姻,相疼正好 / 游以寧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50-7-2 (平裝) NT$250
1.基督徒 2.婚姻 244.99
愛的決定學 : 結婚前,先找到你的為
什麼 / 蓋瑞.湯瑪斯作 ; 張瓊月譯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Love family ; 3) .-- ISBN 978-98698851-7-1 (平裝) NT$340
1.基督徒 2.婚姻 3.生活指導 244.99
放眼地極 / 黃約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華宣出
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144 面; 19
公分 .-- (生命與事奉叢書 ; 34) .-ISBN 978-957-556-897-9 (平裝)
1.教牧學 2.基督徒 3.基督教與回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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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任輔導 : <<聖靈的勸戒>>實踐本 /
亞當斯(Jay E. Adams)著 ; 周文章, 薛
豐旻, 鄭超睿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出版 : 華宣
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496 面;
23 公分 .-- (實踐神學系列 ; 42) .-ISBN 978-986-6355-73-8 (平裝)
1.教牧學 2.諮商 245.1
天國生活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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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6-0-4 (平裝)
1.基督教 2.教會 3.基督徒 247
耶穌的故事 : 改革與追求公平正義 =
Stories of Jesus : reform and pursuit of
justice / 蔡百銓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蔡百銓, 11002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557-7 ( 平 裝 )
NT$300
1.耶穌(Jesus Christ) 2.基督教傳記
249.1
于斌樞機<<三知論>>在天主教輔仁
大 學 的 應 用 = The application of
Cardinal Paul Yu Pin's Three Kinds of
Knowledge 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
/ 蘇嫈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仁
大學出版社, 11002 .-- 206 面; 23 公
分 .-- (輔仁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 ;
12) .-- ISBN 978-957-8843-68-4 (平裝)
NT$250
1.于斌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4.天主教
249.933
那盞小紅燈 : 我與天主相遇的一生 /
保拉修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
出版, 110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Soul
系列 ; 58) .-- ISBN 978-986-99286-4-9
(精裝) NT$380
1.保拉 2.天主教傳記 249.9371
正港的臺灣人 : 甘惠忠神父 / 財團法
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伯利恆社會福
利基金會編輯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
臺南市私立天主教伯利恆社會福利
基金會, 11001 .-- 52 面; 21X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78-0-2 (精裝)
1.甘惠忠 2.天主教傳記 3.繪本
249.952

其他宗教
一貫道藏. 聖典之部. 55, 白話聖訓
1998 / 林榮澤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: 一貫道學研
究院文獻館發行, 11001 .-- 60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904-99-9 (精裝)
1.一貫道 271.6
保安廣澤尊王真經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和裕出版社, 11003 .-- 64 面; 15 公
分 .-- (道藏系列 ; Q022-1) .-- ISBN
978-986-06156-0-9 (平裝) NT$30
1.民間信仰 271.9
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和裕出版社, 11003 .- 64 面; 15 公分 .-- (道藏系列 ; Q0211) .-- ISBN 978-986-99474-9-7 (平裝)
NT$30
1.民間信仰 271.9

新加坡華人天后信仰調查研究 / 楊
淑雅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翠柏林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97-55-0 (平
裝) NT$300
1.媽祖 2.民間信仰 3.新加坡 272.71
忠義傳香 230 / 邱傑文字撰述 .-- 桃園
市 : 褒忠祠, 11002 .-- 144 面; 17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8-0-3 (平裝)
NT$280
1.民間信仰 2.客家 3.祭禮 272.77
走訪趙子龍信仰 / 陳宥霖, 林昆德, 葉
威伸主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陳宥
霖, 11002 .-- 1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523-2 (平裝)
1.民間信仰 2.寺廟 3.旅遊 272.79
奉納百景 : 向神祈願、奇招百出 / 小
嶋獨觀著 ; 蔡易伶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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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日本再發
現 ; 15) .-- ISBN 978-986-99870-1-1 (平
裝) NT$380
1.祈禱 2.民間信仰 3.日本 273.53
九樣人生 : 九個人物,九種生命故事,
在現代印度的蛻變風暴中守護著信
仰的尊嚴 / 威廉.達爾林普(William
Dalrymple)作 ; 何佩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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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(當代名家旅行文學 ; 113) .-ISBN 978-986-5509-60-6 ( 平 裝 )
NT$480
1.印度教 2.靈修 274

神話
圖解中國神話故事 / 唐譯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威國際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075-51-0 (平裝)
1.中國神話 282
北歐神話 / 何鵬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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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9-422-2 (平裝) NT$380
1.神話 2.北歐 284.7

術數；迷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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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類圖,愛、關係與性 : 揭開戀人相
互吸引的祕密,找到對的相處模式,從
此不再為愛窒息 / 安德莉亞.萊克-沃
夫(Andrea Reikl-Wolf), 蘇嘉.G.舒拉莫
(Shurga G. Schrammel)著 ; 趙崇任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 (心視野系列 ; 77) .-- ISBN 978-986507-271-1 (平裝) NT$450
1.占星術 2.戀愛 3.兩性關係 292.22
星座美少女. 7, 傲嬌女王的魔力耳環
/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; 李貝貝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(小公主成長學園系列 ; CFF013) .-ISBN 978-986-301-986-2 ( 平 裝 )
NT$210
1.占星術 2.通俗作品 292.22
星座美少女. 8, 閃耀寶石的魔法護盾
/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; 李貝貝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(小公主成長學園 ; CFF014) .-- ISBN
978-986-301-989-3 (平裝) NT$210
1.占星術 2.通俗作品 292.22
數字 DNA / 莊斯棋, 鐘旭著 .-- 初版 .- 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55-9-0 (平裝) NT$380
1.占星術 2.血型 3.性格 292.22
好命密碼 : 數字磁場的魅力. 數字磁
場概論篇 / 愛德華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成嘉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67-03 (平裝) NT$280
1.占卜 2.數字 292.9
神諭 / 必愛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匠
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256 面 ; 2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655-3-8 (平裝) NT$380
1.占卜 292.96
啟動內在光能神諭卡 : 連接宇宙靈
魂與智慧的源頭,發現你的內在之光
/ 芮貝卡.坎貝爾(Rebecca Campbell)著 ;
丹妮爾.諾爾(Danielle Noel)繪 ; 王培
欣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樹林出
版社, 11003 .-- 128 面; 19 公分 .-- (自
然生活 ; 47) .-- ISBN 978-986-06007-11 (平裝) NT$650
1.占卜 292.96

塔羅宮廷牌 / 伊索妮.朵恩作 ; 黃春華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55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15-0 (平裝)
NT$420
1.占卜 292.96
紫微破迷 : 顛覆斗數論命的第一本
書 / 無塵居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元書局, 11001 .-- 33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873-5-9 ( 平 裝 )
NT$350
1.命書 293.1
紫微+火象星座算命更準 / 法雲居士
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金星出版社,
110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生活
新智慧叢書 ; 127) .-- ISBN 978-9866441-76-9 (平裝) NT$380
1.紫微斗數 2.占星術 293.11
論生涯 : 紫微.氣質 = Zi Wei astrology
/ 桂慶中著 .-- 初版 .-- [高雄市] : 柏億
出版社, 11002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464-2-1 ( 平 裝 )
NT$500
1.紫微斗數 2.氣質 293.11
教養預測學 : 如何運用八字流年教
養小孩? / 曾聖惠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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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298 面; 21 公分 .-- (Easy quick ; 173) .- ISBN 978-986-488-215-1 ( 平 裝 )
NT$280
1.命書 2.生辰八字 293.12
文化與空間管理. 七 : 姓名考源 / 孫
台義作 .-- 臺北市 : 孫台義, 11001 .-12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525-6 (平裝) NT$400
1.姓名學 293.3
生肖姓名學講義 / 何安笛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進源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81 面; 21 公分 .-- (姓名
學叢書 ; 8010) .-- ISBN 978-986-996351-0 (平裝) NT$350
1.姓名學 2.生肖 293.3
<<中華民族宗法:羅盤易理揭秘>>專
題講座彙編 / 陳世賢作 .-- [新竹縣竹
東鎮] : 社團法人中華昊天道統公孫
軒轅黃 帝嗣易 經羅 經盤經 傳學會 ,
11003 .-- 17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1139-2-2 (平裝) NT$1000
1.易經 2.羅盤 3.曆法 2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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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水世家 / 賣厝阿明著 .-- 1 版 .-- 臺
中市 : 李國興, 11001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27-0 (平裝)
NT$299
1.堪輿 294
開運風水大師 : 簡易居家風水輕鬆
學 / 常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(樂活 ; 8) .-- ISBN 978-986411-134-3 (平裝) NT$290
1.相宅 294.1
我在人間的靈界事件簿 : 最叛逆的
靈界調查員,最生猛犀利的靈修祕辛
/ 宇色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(最猛職人 ; 22) .-- ISBN 978986-99768-4-8 (平裝) NT$350
1.通靈術 2.靈修 296.1
細說巫的古與今 / 李生辰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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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474 面; 21 公分 .-- (靈度空
間 ; 23) .-- ISBN 978-986-456-320-3 (平
裝) NT$350
1.通靈術 2.靈修 296.1
鬼滅的日本史 / 小和田哲男著 ; 李欣
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
公司出版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2 .-- 240 面; 20 公分 .- (Spot ; 26) .-- ISBN 978-986-98990-48 (平裝) NT$350
1.鬼靈 2.日本史 298.6

自然科學類
總論
*科學的人文 : 一位物理學家的人文
之旅 / 陳敏著 .-- 一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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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23 公分 .-- (科學新視
野 ; 69) .-- ISBN 978-986-477-986-4 (平
裝) NT$380
1.科學 2.人文學 300
科學革命的結 構 / 孔恩(Thomas S.
Kuhn)著 ; 程樹德, 傅大為, 王道還
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68 面; 21 公

分 .-- 50 週年紀念修訂版 .-- ISBN
978-957-32-8962-3 (平裝) NT$480
1.科學哲學 301
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數理資
賦優異班專題研究專輯. 第二十七輯
/ 吳美萩, 周芳妃, 簡麗賢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
級中學, 11001 .-- 61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4-40-0 (平裝)
1.科學 2.文集 307
火線大爆炸 / 慢漫畫工作室作 ; 葉卓
勇, 慢漫畫工作室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X 科幻冒
險隊) .-- ISBN 978-986-301-990-9 (平
裝) NT$28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我們的科技 / 洋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3 .-- 38
面; 24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327-6 (精裝) NT$320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奇幻漂流島 / 陳葆元作 ; 氧氣工作室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(X 科幻冒險隊) .-- ISBN 978986-301-988-6 (平裝) NT$28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最強對決. 3, 挪威海怪 vs 海蛇 / 蔡詩
中文 ; 陳葆元, 雷歐, 林迪文圖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(神祕科學
探 險 隊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57-658490-9 (平裝)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. 1 : 樂器倉庫的
祕密 / 金恩愛作 ; 葉雨純譯 .-- 初版 .- [臺北市]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 方言文
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6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702-9 (精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. 2 : 狂熱的競速
比賽 / 金恩愛作 ; 葉雨純譯 .-- 初版 .- [臺北市]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 方言文
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6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703-6 (精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. 3 : 妖怪世界的
文具店 / 林栽根作 ; 葉雨純譯 .-- 初

版 .-- [臺北市]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 方
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6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70-4-3 (精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. 4 : 火國毒火將
軍的結局 / 林栽根作 ; 葉雨純譯 .-- 初
版 .-- [臺北市]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 方
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6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70-5-0 (精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跟世界說嗨!改變世界的 19 位科學家
/ 角川平方編輯部作 ; 黃福基插畫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1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802-1 (平裝)
1.科學家 2.傳記 3.通俗作品 309.9

數學
解題背後的心理學 : 成功數學思考
的基石 / 艾佛瑞德 S. 波薩曼提爾
(Alfred S Posamentier), 蓋瑞.柯斯(Gary
Kose), 丹 妮 耶 爾 . 索 羅 . 維 葛 達 默
(Danielle Sauro Virgadamo), 凱瑟琳.基
芙-柯柏曼(Kathleen Keefe-Cooperman)
作 ; 謝雯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
旗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Alpha ;
50) .-- ISBN 978-986-5524-43-2 (平裝)
NT$380
1.數學 2.思維方法 310
圖解有趣的生活數學 : 零概念也能
樂在其中!真正實用的數學知識 / 加
藤文元監修 ; 郭欣惠, 高詹燦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604-0 (平裝)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310
奇妙的印度數學 / 智力開發編輯部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含章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12-6-6 (平裝) NT$250
1.算術 2.運算 3.印度 311.1
圖解超易懂微積分 : 掌握乘除概念,
從入門到實用一應俱全 / 佐佐木淳
著 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72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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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28-6 (平
裝)
1.微積分 314.1
簡明微積分 / 洪揮霖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02 .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279-7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
電腦資訊科學
TQC 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力養成
暨評量 /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
能基金會著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186 (平裝)
1.資訊服務 2.雲端運算 3.考試指南
312
WEB 網 站 的 華 麗 冒 險
:
HTML5+CSS3+jQuery 斜槓青年的網
頁設計起手式 / 朱庭輝, 尤柄文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0-508-5 ( 平 裝 )
NT$380
1.網頁設計 2.全球資訊網 312.1695
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: ASP.NET 4.7
使用 Visual Basic 2017 / 李春雄, 洪瑞
展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6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10-8 (平裝)
NT$560
1.網頁設計 2.全球資訊網
3.BASI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1695
商圈 E 化委員培訓講義 / 陳瑞麟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瑞麟, 11001 .-34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491-4 (下冊:平裝) NT$2500
1.網頁設計 2.商業管理 312.1695
物聯網與智慧製造 / 張晶, 徐鼎, 劉旭
等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
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3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2-731-8 (平裝)
NT$680
1.物聯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技術發
展 312.2
軟體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 / 顏春煌
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727-8 (平裝)

1.軟體研發 2.電腦程式設計

312.2

Visual Basic 進階程式設計寶典 / 松橋
工 作 室 作 .-- 新 北 市 : 經 瑋 文 化 ,
11002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15-459-1 (平裝附光碟片)
1.BASI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B3
APCS C&C++解題高手 / 數位新知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64 面; 23 公
分 .-- 2021 版 .-- ISBN 978-986-500511-5 (平裝) NT$450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2.C++(電腦程式
語言) 312.32C
無師自通的 C 語言程式設計 : 附大
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(APCS)試題解
析 / 邏輯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457-8 (平裝) NT$680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輕鬆學會運算思維與 C 程式設計 / 陳
德來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12-2 (平
裝) NT$450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Java 程式設計師應該知道的 97 件事 :
來自專家的集體智慧 / Kevlin Henney,
Trisha Gee 原著 ; 黃詩涵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714-8 (平裝)
1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J3
Clean Code 學派的風格實踐 : 開發可
靠 、 可 維 護 又 強 健 的 JavaScript /
James Padolsey 著 ; 江玠峰譯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570-0 (平裝) NT$690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J36
JavaScript 大全 / David Flanagan 著 ; 黃
靖源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7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32-2 (平裝)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2.物件導
向程式 312.32J36
重新認識 Vue.js : 008 天絕對看不完
的 Vue.js 3.0 指南 / 許國政(Kuro)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568-7 (平裝)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J3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560 (平裝)
1.ACCESS(電腦程式) 2.關聯式資料
庫 3.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.49A42

AIOT 與 OpenCV 實戰應用 : Python、
樹莓派、物聯網與機器視覺 / 朱克
剛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16-2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電腦視覺
3.數位影像處理 312.32P97

Adobe Acrobat / 林安琪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北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0912 .-- 7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050-3-5 (平裝) NT$499
1.Acrobat(電腦程式) 312.49A427

Python 全面攻略 : 從程式新人到開發
設計的快速學習 / 資訊種子研究室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4-565-6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Python 程式設計初心者超凡入門 / 數
位新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15-3 (平
裝) NT$280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Python 程式設計實務 : 從入門到精通
/ 榮欽科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46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573-1 (平
裝) NT$590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Python 與 LINE Bot 機器人全面實戰
特訓班 : Flask 最強應用 / 文淵閣工作
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29-2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人工智慧
312.32P97
網管大殺器 : 用 Python 和精控企業
IT 架構 / 王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0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1-785 (平裝) NT$690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Access 資 料 庫 系 統 理 論 與 實 務 =
Access database system : concept and
implementation / 陳會安作 .-- 第五版 .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2-655-3 (平裝) NT$590
1.ACCESS(電腦程式) 312.49A42
Access 資料庫管理設計寶典 / 林國榮
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2 .-- 568
22

Excel 2019 VBA 與巨集程式設計 : 新
手入門就靠這一本 / Bill Jelen, Tracy
Syrstad 著 ; 錢亞宏譯 .-- 新北市 : 博
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34-575-5 (上冊:平裝)
NT$600 .-- ISBN 978-986-434-576-2 (下
冊:平裝) NT$500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Excel VBA 超效率工作術 : 無痛學習
VBA 程式&即學即用!200 個活用範
例集讓你輕鬆上手 / 楊玉文, 陳智揚
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574-8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Excel 公司財務管理高手 / 林佳生
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02 .-- 44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-1351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2.財務管理
312.49E9
實戰 Excel 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現場 /
劉必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35-3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2.人力資源管理
312.49E9
TQC 2019 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. 辦
公軟體應用篇 /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
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731-5 (平裝)
1.OFFICE 2019(電腦程式)
312.49O4
Pro/Engineer Wildwire 進階設計寶典 /
曾慶祺, 劉福隆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
化, 11002 .-- 5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15-458-4 (平裝附光碟片)
1.Pro/ENGINEER(電腦程式)
312.49P725

SolidWorks 零件進階設計武功祕笈 /
孫 之 遨 作 .-- 新 北 市 : 易 習 圖 書 ,
11002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0-134-4 (平裝)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S678
Flutter/Dart 跨平台 App 開發實務入門
/ 孫宏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
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33-9 (平
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.行動
資訊 312.52
一 開 始 就 學 對 Android : Kotlin 與
MVVM 新架構 / 湯秉翰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566-3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52
輕鬆學會 Android Kotlin 實作開發 :
精心設計 20 個 Lab 讓你快速上手 /
黃士嘉, 周映樵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5724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52
作業系統 / Abraham Silberschatz, Peter
Baer Galvin, Greg Gagne 原著 ; 吳庭育,
駱詩軒譯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8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50-6 (平裝)
1.作業系統 312.53
資料結構 : 使用 Python / 黃建庭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7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568-6 (平裝附光
碟片) NT$550
1.資料結構 2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73
大數據管理系統 / 江大偉, 高雲君, 陳
剛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
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57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592-724-0 (平裝) NT$520
1.大數據 2.資料庫 3.資料庫管理系
統 312.74
PHP 網路爬蟲開發 : 入門到進階的爬
蟲技術指南 / 李昀陞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569-4 (平裝) NT$500

1.PHP(電腦程式語言) 2.網路資料庫
3.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.754
2D 動畫的數位繪製大進擊 : 初心者
Good Job 微動創養成祕技 / 劉怡君,
謝珮雯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1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09-2 (平
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600
1.電腦動畫 2.電腦繪圖 312.8
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 : 影
音剪輯實戰 x 行動影音剪輯 x 特效
處理 x 微電影實作 x 影音社群行銷 /
鄭苑鳳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571-7 (平裝)
NT$500
1.多媒體 2.數位影像處理 3.網路行
銷 312.8
威力導演 19 : 創意影音剪輯 / 蔡俊傑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728-5 (平裝)
1.多媒體 2.數位影像處理 3.影音光
碟 312.8
數位媒體科技發展趨勢暨大廠動態
= Media tech trends / 鐘映庭, 吳柏羲,
王琬昀, 邱鈺雅, 蘇香, 張筱祺, 曾巧
靈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
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001 .-- 2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142 (平裝) NT$14000
1.數位媒體 2.人工智慧 3.數位科技
4.產業發展 312.8
邊玩邊學,使用 Scratch 學習 AI 程式
設計 / 石原淳也, 倉本大資著 ; 吳嘉
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9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13-1 (平裝)
1.電腦動畫設計 2.電腦程式語言
312.8
AI 人工智慧生活與應用 / 魏季宏, 張
維平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21-7 (平裝)
NT$350
1.人工智慧 312.83
人工智慧產業技術發展綜析 =
Artificial intelligence / 韓揚銘, 陳建安,
童 啟 晟 , 朱 師 右 , NIKKEI
ELECTRONICS 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
23

11001 .-- 12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81-815-9 (平裝) NT$10000
1.人工智慧 2.神經網路 3.技術發展
312.83
我的 AI 同學 / 陳靜芬文 ; 蝗蟲哥哥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3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6-27-4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90
1.人工智慧 2.漫畫 312.83
認識人工智慧 : 第四波工業革命 / 劉
峻誠, 羅明健, 耐能智慧股份有限公
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69-3 (平裝)
1.人工智慧 2.技術發展 3.產業發展
312.83
Deep Learning. 3 : 打開框架的黑盒子
/ 斎藤康毅著 ; 吳嘉芳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734-6 (平裝)
1.機器學習 312.831
Reinforcement Learning 中 文 版 /
Richard S. Sutton, Andrew G. Barto 著 ;
卓信宏, 許士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193 (平裝)
1.機器學習 312.831
動手做深度學習 : 揭開神經網路的
面紗 / AI4kids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1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570-9 (平裝)
1.機器學習 2.神經網路 312.831
寫給程式設計師的深度學習 : 使用
fastai 和 PyTorch / Sylvain Gugger,
Jeremy Howard 原著 ; 賴屹民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36-0 (平裝)
1.機器學習 312.831
機器學習 : 彩色圖解+基礎微積分
+Python 實作 : 王者歸來 / 洪錦魁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1-76-1 (平裝) NT$600
1.機器學習 312.831
Photoshop CC 必學教本 : 數位影像編
修與設計 / 全華研究室, 王麗琴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559-4 (平裝附數
位影音光碟)
1.數位影像處理 312.837
就是愛 Adobe XD / 李欣潔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北澎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050-4-2 (平裝) NT$488
1.數位影像處理 312.837
圖像處理並行算法與應用 / 何川, 胡
昌華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
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96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592-739-4 (平裝) NT$420
1.數位影像處理 312.837
電腦之書 / 西姆森.加芬克爾(Simson
L Garfinkel), 瑞秋.格隆斯潘(Rachel H.
Grunspan)作 ; 戴榕儀, 江威毅, 孟修然,
盧思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64 面; 26 公分 .-- (科學人文 ; 78) .-ISBN 978-957-13-8632-4 ( 平 裝 )
NT$680
1.電腦 2.電腦科學 3.歷史 4.通俗作
品 312.9

天文學
宇宙零時 : 從太陽系倒流回大霹靂,
宇宙謎團的解答之書 / 張天蓉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52-67-1 ( 平 裝 )
NT$350
1.宇宙 2.宇宙論 323.9
*尋找太陽系外的行星 / 莎拉.西格
(Sara Seager)著 ; 廖建容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(科學文化 ; 200) .-- ISBN 978986-525-040-9 (平裝) NT$500
1.宇宙 2.天文學 3.科學家 4.傳記
323.9
萬物宇宙史 / 延斯.哈德(Jens Harder)
繪著 ; 杜蘊慧, 梅苃芢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60 面; 31 公分 .-- (from ;
137) .-- ISBN 978-986-5549-46-6 (精裝)
NT$1500
1.宇宙 2.漫畫 323.9

熱情的太陽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26-9 (平裝) NT$180
1.氣象學 2.繪本 328
*一沙一世界 全球大氣傳輸與影響 /
王翔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
化大學華岡出版部, 11001 .-- 2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78-1 (平
裝) NT$460
1.大氣 328.2
頑皮的風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25-2 (平裝) NT$180
1.風 2.氣象學 3.繪本 328.5
淘氣的雨滴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24-5 (平裝) NT$180
1.雨 2.氣象學 3.繪本 328.63
如何避免氣候災難 : 結合科技與商
業的奇蹟,全面啟動零碳新經濟 / 比
爾.蓋茲(Bill Gates)著 ; 張靖之, 林步
昇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29) .-- ISBN 978986-398-651-5 (平裝) NT$480
1.地球暖化 2.全球氣候變遷 3.環境
保護 328.8018

物理
1 分鐘物理. 1 : 往颱風眼裡扔一顆原
子彈會怎樣? / 中國科學院物理所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5-46-1 (平裝) NT$350
1.物理學 2.通俗作品 330
1 分鐘物理. 2 : 皮卡丘發的是直流電
還是交流電? / 中國科學院物理所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5-47-8 (平裝) NT$350
1.物理學 2.通俗作品 3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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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學的演進 : 從古典理論到相對
論、量子力學 / 阿爾伯特.愛因斯坦
(Albert Einstein), 利奧波德.英費爾德
(Leopold Infeld)著 ; 王文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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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77-991-8 ( 平 裝 )
NT$400
1.物理學 2.歷史 330.9
電磁干擾防治與量測 / 董光天編著 .- 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6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558-7 (平裝)
1.電磁波 338.1

化學
化學 / 李安榮, 鄒台黎, 李翊銘, 金佩
齡, 劉世淼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永大書局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76-7-5 (平
裝) NT$500
1.化學 340
化學很有事 : 有趣の酸鹼 / 張慈庭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心文創,
11003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館 ;
K011) .-- ISBN 978-986-99556-7-6 (平
裝)
1.化學 2.通俗作品 340

地質學
地球之書 / 金貝爾(Jim Bell)作 ; 魏嘉
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4 面;
26 公分 .-- (科學人文 ; 79) .-- ISBN
978-957-13-8633-1 (平裝) NT$680
1.地球科學 2.通俗作品 350
發現地球深歷史 : 從 6000 年到 46 億
年,人類的思索 / 馬丁.魯維克(Martin
J.S. Rudwick)著 ; 馮奕達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(左岸科學人文 ; 320) .-- ISBN
978-986-06016-0-2 (平裝) NT$480
1.地球科學 2.地質學 3.自然史 350
海之美 : 海洋文化與臺灣風貌 =
Beauty of the Sea : Maritime Culture and
Faces of Taiwan / 蔡耀慶展覽策劃 .--

臺北市 : 國立歷史博物館, 11001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296-0 (平裝)
1.海洋 2.文化 3.博物館展覽 4.臺灣
351.9

生命的思索 / 釋行武著作 .-- 新北市 :
覺學文化中心, 10912 .-- 400 面; 23 公
分 .-- (覺學文化 ; 1) .-- ISBN 978-98691517-6-4 (平裝) NT$540
1.生命科學 2.佛教說法 360

港灣風波潮流模擬及長浪預警之研
究 : 模擬評估及港內靜穩研究. (3/4) /
李俊穎, 傅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謝
佳紘, 鄭采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51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51-0 (平
裝) NT$500
1.波動 2.數值分析 351.9

生命科學概論. 上冊 / 楊昆霖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,
11001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技術型高
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.-- ISBN 978-9865531-33-1 (平裝)
1.生命科學 360

海神的大法螺 / 阿德蝸文 ; SEVEN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(阿德蝸的海洋學堂 ; 3) .-- ISBN 978986-5581-00-8 (平裝) NT$300
1.海洋學 2.貝殼類 3.軟體動物 4.通
俗作品 351.908
鮫人的珍珠淚 / 阿德蝸文 ; SEVEN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(阿德蝸的海洋學堂 ; 4) .-- ISBN 978986-5581-01-5 (平裝) NT$300
1.海洋學 2.海洋生物 3.通俗作品
351.908
臺灣東部海岸颱風長浪群波引致之
港灣振盪 / 莊文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263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206 (平裝) NT$300
1.波動 2.數值分析 351.941
港區震災速報系統維護及地層下陷
調查分析研究. 109 年 / 曾文傑, 賴瑞
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
研究所, 11002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1-253-4 ( 平 裝 )
NT$200
1.地質調查 2.地層下陷 356.33
博物學家的史前動物分類圖鑑 / 朱
爾斯.霍華(Jules Howard)作 ; 凱爾西.
奧賽德(Kelsey Oseid)插畫 ; 黃郁婷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809-3-7 ( 精 裝 )
NT$580
1.古動物學 2.通俗作品 359.5

生物學

蔚藍紀元 : 瑞芙尼亞王國 / 布克漫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96-4-2 (平裝)
1.海洋生物 2.生態教育 3.漫畫
366.98
社區林業技術手冊總論 / 陳美惠, 廖
瑞雲, 蘇靜明作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國
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社區林業研
究室, 社區林業中心, 11001 .-- 1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86-6-4 (平
裝) NT$250
1.自然保育 2.林業 3.環境教育 4.社
區參與 367.71
醫用微生物學 / Patrick R. Murray, Ken
S. Rosenthal, Michael A. Pfaller 作 ; 商
惠芳, 王蓮成翻譯 .-- 第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, 11003 .- 8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654-4-6 (平裝)
1.微生物學 369
微生物與免疫學複習寶典 = Medical
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/ 戴國峯
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花蓮市 : 戴國
峯, 11001 .-- 26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540-9 (平裝) NT$380
1.免疫學 2.微生物學 369.85
醫護微生物免疫學實驗 / 盧冠霖, 余
秉弘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
企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36-4 (平裝)
NT$150
1.微生物學 2.免疫學 3.教學實驗
369.85034

植物學
植物大觀園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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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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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3 .-- 14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8-380-2 (精裝) NT$380
1.植物 2.通俗作品 370
你是我的菜 : 利卡夢生活植物 / 林幸
福, 陽美花撰文 .-- 第二版 .-- 臺東縣
臺東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
臺東林區管理處, 11002 .-- 16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17-0 (平裝
附光碟片) NT$350
1.植物 2.卑南族 3.臺灣 375.233
社區林業技術手冊 : 蜜源植物監測
方法及選介 / 唐光佑, 陳美惠作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國立屏東科技
大學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室, 11001 .- 13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486-9-5 (精裝) NT$250
1.植物圖鑑 2.蜜蜂 3.昆蟲 4.臺灣
375.233
sapediq 群 lemiyau 伊屯部落植物圖說
/ 洪翠英著 .-- 屏東縣潮州鎮 : 屏東縣
西西古文教協會, 10910 .-- 12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1-0-3 (平裝)
1.植物圖鑑 2.排灣族 3.屏東縣
375.233/135
菌 菇 博 物 館 / 凱 蒂 . 史 考 特 (Katie
Scott), 伊斯特.蓋亞(Ester Gaya)等作 ;
周沛郁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出
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64 面; 3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2-03-8 (精裝)
1.菇菌類 2.真菌 3.通俗作品 379.1

動物學
我很奇怪但很可愛 / 新夭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8973-9 ( 平 裝 )
NT$320
1.動物學 2.通俗作品 380
動物家族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19-1 (平裝)
NT$180
1.動物學 2.繪本 380
超獵奇!人體動物圖鑑. 2, 鯊魚的下
巴會往前飛出 / 川崎悟司著 ; 蘇暐婷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PopSci ;

13) .-- ISBN 978-957-658-497-8 (平裝)
NT$420
1.動物形態學 2.通俗作品 381

25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443-721-4 (平裝) NT$180
1.人體學 2.繪本 397

小小建築師 : 動物建築師 / 莎蘭.泰勒
作 ; 莫雷諾.奇亞切拉繪 ; 穆允宜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 面; 25X23 公
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72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507-268-1 ( 精 裝 )
NT$320
1.動物行為 2.通俗作品 383.7

怪奇人體研究所 : 42 個人體冷知識 /
SM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叢書) .-- ISBN
978-957-13-8557-0 (平裝) NT$360
1.人體學 2.通俗作品 397

動物腥球圖鑑 / 小高潮色計事務所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Catch ; 269) .-- ISBN 978-9865549-48-0 (精裝) NT$450
1.動物 2.動物行為 3.交配 383.73
昆蟲最強王圖鑑 / 篠原かをり監修 ;
児玉智則繪圖 ; 劉姍珊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3-777-3 (平裝)
1.昆蟲 2.通俗作品 387.7
台灣蝴蝶圖鑑 : 全台首度收錄 3 種新
發現種,與全部 69 種台灣特有種,附
四季賞蝶地圖 / 李俊延, 王效岳著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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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33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454-8 (平裝)
1.蝴蝶 2.動物圖鑑 3.臺灣
387.793025

人類學
超圖解解剖學 : 完整瞭解身體構造
與各器官功能 / 松村讓兒監修 ; 童小
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36-1 (平裝)
1.人體解剖學 394
肌肉構造大圖鑑 / 石山修盟作 ; 林芷
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
出版社, 11004 .-- 159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7-660-4 ( 平 裝 )
NT$360
1.人體解剖學 2.肌肉 394.2
小小身體大祕密 / 南一幼教編輯小
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

應用科學類
醫藥
出人意料的暗黑醫學事典 / 亞留間
次郎著 ; 康逸嵐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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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4-35-6 (平裝) NT$480
1.醫學 2.通俗作品 410
人類學新論 / 郭秀娟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揚出版社, 11001 .-- 284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9-963-6 (平
裝) NT$500
1.醫學人類學 410.1639
*智者生存 : 醫療現場的行為經濟學 :
為什麼醫生和病患想的不一樣? / 大
竹文雄, 平井啟編著 ; 林巍翰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58-6 (平裝)
NT$450
1.醫療經濟學 2.行為心理學 3.醫病
關係 410.1655
智慧醫療 : 穿戴式醫療 AI 時代來臨
/ 陳興漢著 .-- 臺北市 : 漢珍數位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859-6-6 (平裝)
NT$400
1.醫療用品 2.醫療科技 3.人工智慧
410.35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(Health ; 7) .-- ISBN 978-98606127-4-5 (平裝) NT$250
1.健康法 2.免疫力 411.1
*4 CORE YOGA 四核心瑜伽 : 全身性
機能開發瑜伽健身訓練 / Miya 夏米
雅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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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2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89-544-3 (平裝) NT$420
1.瑜伽 411.15
因是子靜坐法 : 靜心冥想的第一本
書 / 蔣維喬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
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64 面; 21
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16) .-- ISBN
978-986-5541-54-5 (平裝) NT$360
1.靜坐 2.養生 411.15
*筋膜修復瑜伽 : 舒緩全身痠痛、達
到身心平衡的軟木按摩法 / 陳積善,
黃瑞欣合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橙實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60 面; 22 公
分 .-- (Orange Health ; 14) .-- ISBN
978-986-99846-0-7 (平裝)
1.瑜伽 2.肌筋膜放鬆術 411.15
圖解瑜伽百科全書 / 霍麗娟編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華威國際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075-52-7 (平裝)
1.瑜伽 411.15
靜坐與養生之間 / 王薀講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善聞文化創意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靜坐
屑言集 ; 4) .-- ISBN 978-986-99874-0-0
(精裝) NT$350
1.靜坐 2.養生 411.15
邁向多元健腦 A / 廖蕙婉, 張宇鋐編
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廖 蕙 婉 ,
11002 .-- 9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548-5 (精裝)
1.健腦法 2.珠算 3.心算 4.終身教育
411.19

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/ 陳永興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270-3 (平裝)
NT$399
1.醫師 2.臺灣傳記 410.9933

生酮哪有那麼難! : 最專業的生酮教
練 Martyn 陪你一起成功生酮 / 陳世
修(Martyn)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
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8 面;
23 公分 .-- (健康 smile ; 74) .-- ISBN
978-986-99768-5-5 (平裝) NT$360
1.健康飲食 2.減重 411.3

免疫力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/ 醫學菁
英社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

營養達人我最行 / 阮聞雪, 羽初編劇 ;
子詡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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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68 面; 23
公分 .-- (身體守護星 ; 3) .-- ISBN 978986-5556-08-2 (平裝) NT$280
1.營養學 2.漫畫 411.3

11001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05-49-4 (平裝) NT$450
1.藥物濫用防制 2.神經系統藥物
412.24

保健食品的真相 : 揭開藏在「天然」
面具下的添加物,所有關於保健食品
你應該知道的事 / 布萊恩.克萊門
(Brian R. Clement)著 ; 石美倫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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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7-996-3 (平裝)
NT$360
1.健康食品 2.營養常識 3.通俗作品
411.373

看不見的力量 : COVID-19 全球防疫
送愛文史彙編 / 顏婉婷, 張翎慧, 慈濟
基金會文史處文史資料組年表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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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68-238 (第 1 卷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986-5568-24-5 (第 2 卷:平裝) NT$30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傳染
性疾病防制 3.病毒感染 4.公益事業
412.471

一分鐘隨時做!讓小腹平坦的臀肌伸
展操 / Naoko 著 ; 陳姵君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35-4 (平裝)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411.711
後仰就會瘦 : 10 秒就能消小腹,適合
所有人的革命性拉伸瘦體操 / 中村
尚人著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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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9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1-989-5 (平裝)
1.健身操 2.運動健康 3.塑身
411.711
縮時睡眠 / 松本美榮作 ; 黃琳雅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38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65-8 (平裝)
NT$350
1.睡眠 2.健康法 411.77
臺 中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年 報 . 2019 =
Health bureau of Taichung city
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/ 陳南松, 施
靜儀, 陳淑芬, 傅瓊慧, 邱惠慈, 湯藻
瑛, 王碧蘭, 林宛蓁, 黃敏慧, 楊惠如,
吳雅玲, 王俊翔, 施金山, 甄蕙芬, 廖
佳郁, 邱美燕, 王蕙璋編輯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, 11001 .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8-58-4 (平裝)
1.衛生行政 2.臺中市 412.133/115
2021 新興影響精神物質 : 毒性、防
制 與 政 策 = 2021 NPS : new
psychoactive substances / 李志恒主編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醫學大學,

最致命的敵人 : 人類與殺手級傳染
病的戰爭 / 麥可.歐斯特宏(Michael T.
Osterholm), 馬 克 . 歐 雪 克 (Mark
Olshaker)著 ; 潘震澤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384 面; 21 公分 .-- (春山之巔 ; 7) .-ISBN 978-986-99492-9-3 ( 平 裝 )
NT$480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病毒感染
412.471
傳染病大全 : 從病原體到傳染途徑,
全方位剖析防疫知識 / 堤寬著 ; 鍾嘉
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27-9 (平裝)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病毒感染
412.471
「 國民 健康 訪 問調 查」結果 報告 .
2017 年 / 邱弘毅, 王英偉, 熊昭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財團法
人國家衛生研究院, 11001 .-- 32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07-8 (平
裝) NT$500
1.國民健康管理 2.健康調查 412.5
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 / 黃月桂, 李麗
晶, 鄭鴻文, 曾國維, 章樂綺, 曾旭民,
蕭秋月, 郎亞琴, 白裕彬, 黃大駿作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67-0-6 (平裝)
1.國民健康管理 412.5
專技高考 : 職業衛生技師歷屆考題
彙編 / 蕭中剛, 余佳迪, 劉鈞傑, 鄭榮
德, 徐英洲, 徐強, 葉日宏, 章家銘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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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02 .-- 4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17-9 (平裝)
1.職業衛生 2.勞工安全 412.53
職業傷病防治年報. 108 年 / 國立臺
灣大學附設醫院職業傷病管理服務
中心編輯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職業安
全衛生署, 10912 .-- 13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01-5 ( 平 裝 )
NT$25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病 412.53
丹溪心法 / (元)朱震亨著 ; 焦亮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 11003 .-- 260
面; 20 公分 .-- (中華國學經典精粹 ;
VCK08) .-- ISBN 978-986-99055-5-8
(平裝) NT$330
1.中醫典籍 413.1
健康啟示錄 / 徐瑞洋作 .-- 臺北市 : 上
揚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324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080-0-7 (平裝) NT$450
1.中醫 2.健康法 413.1
靈樞經 / 焦亮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龍視界, 11003 .-- 266 面; 20 公分 .-( 中 華 國 學 經 典 精 粹 ; VCK05) .-ISBN 978-986-99055-2-7 ( 平 裝 )
NT$330
1.靈樞 2.注釋 413.112
菜鳥經絡手冊 : 第一次經絡按摩就
上手,超激實用的人體速效穴位,拯救
便祕、0 食慾、性趣缺缺的你! / 許
承翰, 蕭言生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4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570-3 (平裝) NT$299
1.經絡 2.經絡療法 3.按摩 413.165
*元天中醫養生專輯. 冬季篇 / 莊昭龍
編訂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天中醫診
所, 11001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99-0-5 (平裝) NT$200
1.中醫 2.養生 3.健康法 413.21
簡養,每個女性都該學會的四步養生
法 : 突然心悸、老覺得腰痠腿沉、
經期亂、動不動便祕、手腳冰冷......
只要學會調理,便能讓身體恢復到最
佳狀態,少花錢、少受罪。 / 李軍紅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(Easy ; 99) .-- ISBN 978-986-5548-46-9
(平裝) NT$360
1.中醫 2.養生 3.婦女健康 413.21

金匱要略 / (東漢)張仲景著 ; 張伊寧
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
11003 .-- 246 面; 20 公分 .-- (中華國學
經典精粹 ; VCK06) .-- ISBN 978-98699055-3-4 (平裝) NT$300
1.金匱要略 2.中醫典籍 413.31
一本書入門<<傷寒論>><<溫熱論>>
兩大經典 / 入江祥史作 ; 簡毓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健
康 ; B488) .-- ISBN 978-986-5408-48-0
(平裝) NT$320
1.傷寒論 2.溫病 3.中醫典籍 413.32
溫病條辨 / (清)吳瑭著 ; 李秀霞校
點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龍 視 界 ,
11003 .-- 278 面; 20.公分 .-- (中華國學
經典精粹 ; VCK09) .-- ISBN 978-98699055-6-5 (平裝) NT$350
1.溫病條辨 2.中醫典籍 413.33
讓腸胃動起來 / 郭大維, 王瑞玲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72-3 (平裝)
NT$350
1.胃腸疾病 2.保健常識 3.中醫
413.343
何氏瞬效特殊耳穴療法 / 何武吉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何武吉, 11002 .-33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532-4 (平裝) NT$680
1.穴位療法 2.耳 413.915
天能勁源 / 黃正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3-23 (平裝)
1.氣功 2.養生 413.94
自發功 / 林孝宗著 .-- 修訂貳版 .-- 桃
園市 : 自發功研究室, 11002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(氣功研究 ; 1) .-- ISBN 978986-95221-5-1 (平裝)
1.氣功 2.健康法 413.94

分 .-- (Health+ ; 154-155) .-- ISBN 978986-99519-7-5 (下卷:平裝) NT$450
1.本草綱目 2.中藥材 414.121
藥草女巫的 365 日 / 瀧口律子作 ; 蔡
麗蓉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61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14-3 (平
裝) NT$380
1.藥用植物 2.中草藥 414.3
藥茶 : 善用常見的本草,發揮茶飲的
最大功效 / 陳永燦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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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養生區 Healthy
Living ; 15) .-- ISBN 978-986-5536-40-4
(平裝) NT$399
1.中藥材 2.茶食譜 3.養生 414.34
千金方.千金翼方 / (唐)孫思邈著 ; 焦
亮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
11003 .-- 276 面; 20 公分 .-- (中華國學
經典精粹 ; VCK07) .-- ISBN 978-98699055-4-1 (平裝) NT$340
1.中藥方劑學 2.醫方 414.62
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: 病理學 / 朱
旆億, 李進成, 郭雅雯編著 .-- 第十三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15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00-5 ( 平 裝 )
NT$280
1.病理學 415.1
病理學 / 呂福江, 林欽塘, 賴宗鼎, 連
晃駿, 陳志榮, 黃蘭如, 熊敬業, 賴銘
淙, 楊彰師, 陳順源, 周玉瑜, 孫家棟,
鄭永銘, 蔡建誠, 毛翠蓮, 沈瑩瑩, 李
進成, 黃玄贏, 陳威宇, 陳慕師編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7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4-586-6 (精裝)
1.病理學 415.1

抓出病因,聽痧說話 : 健康自癒就從
抓痧開始 / 楊淑惠, 千羊抓痧師團隊
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
意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4-1-0 (平裝)
NT$380
1.刮痧 413.99

*智慧大健康 : AI-AMCT 腦波分析系
統 應 用 於 脊 椎 保 健 = Intelligent
healthcare : AI-AMCT / 李青, 李瑞元
(Maria R. Lee)著 .-- 臺北市 : 墨客會社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9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267-1-3 ( 平 裝 )
NT$380
1.腦部 2.波動 3.脊椎病 4.人工智慧
415.2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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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72 面; 23 公

ACLS 精華 / 陳思州, 廖文翊, 賴佩芳,
黃獻皞, 陳玉龍, 劉松維, 鄭偉君, 張
明龍, 張新, 許智偉, 黃彥達, 林清翔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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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祖儀, 施美秀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
北市 : 金名圖書有限公司, 11001 .-3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62-5 (平裝) NT$450
1.急救 2.心肺復甦術 415.22
心血管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/ 醫學菁
英社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Health ; 6) .-- ISBN 978-98606127-3-8 (平裝) NT$250
1.心血管疾病 2.保健常識 415.3
高血壓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/ 醫學菁
英社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(Health ; 5) .-- ISBN 978-98606127-2-1 (平裝) NT$250
1.高血壓 2.保健常識 415.382
咳嗽救星 : 守護呼吸道,不怕黴漿菌、
新冠狀病毒、流感、感冒 / 羅仕寬,
羅際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
光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8-2-2 (平裝)
NT$330
1.呼吸道疾病 2.咳嗽 3.健康法
415.4
醫學級最強肺部鍛鍊法 / 奧仲哲彌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67-9 (平
裝) NT$350
1.肺臟疾病 2.健康法 415.46
老中醫教你腸胃病調養之道 / 謝文
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
出版社, 11003 .-- 366 面; 21 公分 .-(休閒保健叢書 ; 49) .-- ISBN 978-98698051-4-8 (平裝) NT$400
1.胃腸疾病 2.保健常識 3.食療 4.中
醫 415.52
腸胃病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/ 醫學菁
英社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2 面; 21 公
分 .-- (Health ; 8) .-- ISBN 978-98606127-5-2 (平裝) NT$250
1.胃腸疾病 2.保健常識 415.52
肝病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/ 醫學菁英
社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82 面; 21 公
分 .-- (Health ; 4) .-- ISBN 978-98606127-1-4 (平裝) NT$250
1.肝病 2.保健常識 415.53

糖尿病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/ 醫學菁
英社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90 面; 21 公
分 .-- (Health ; 3) .-- ISBN 978-98606127-0-7 (平裝) NT$250
1.糖尿病 2.保健常識 415.668
痠痛迷宮 : 給勇者們的攻略指南 / 林
俊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溯源顧問
工作室, 11001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63-0-0 ( 平 裝 )
NT$480
1.疼痛醫學 2.健康法 415.942
言語科學 : 理論與臨床應用 / Carole
T. Ferrand 著 ; 彭書韻,林香均,林珮瑜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576 面; 23 公
分 .-- (溝通障礙系列 ; 65043) .-- ISBN
978-986-191-944-7 (平裝) NT$700
1.語言障礙 415.9465
誰是受害者? : 潛入精神障礙犯罪者
思想,司法精神醫學權威的 10 堂心理
辯證課 / 何美怡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Mind map ; 222) .-- ISBN
978-957-658-488-6 (平裝) NT$360
1.司法精神醫學 2.心智障礙 3.個案
研究 415.9512
親愛的,你不孤單 / 詹姆斯.維特
(James Withey), 奧莉薇亞.薩根(Olivia
Sagan)合編 ; 周家麒譯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
人 生 系 列 ; 199) .-- ISBN 978-98699506-9-5 (平裝) NT$380
1.憂鬱症 2.心理治療 415.985
當亞斯人來到地球 : 與兒童、青少
年、成人亞斯溝通的心理書 / 林仁
廷作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四塊玉文
創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55-8 (平裝)
NT$380
1.自閉症 2.特殊教育 415.988
儲物症(囤積症)治療 : 治療師手冊 /
Gail Steketee, Randy O. Frost 原著 ; 唐
國章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80 面;
23 公分 .-- (心理治療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191-940-9 (平裝) NT$350
1.強迫症 2.心理治療 3.行為治療法
415.991

儲物症(囤積症)治療 : 個案自助手冊
/ Gail Steketee, Randy O. Frost 原著 ; 唐
國章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(心理治療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191-941-6 (平裝) NT$250
1.強迫症 2.心理治療 3.行為治療法
415.991
搶救膝關節、踝關節 : 對症、食療、
日常保健、運動 / 游敬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58-0-8 (平裝) NT$300
1.骨科 2.保健常識 3.運動健康
416.6
關節解鎖,解決全身僵緊痠痛 : 擴張
關節可動域,減緩輕微卻惱人的卡卡
不順 / 原秀文著 ; 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 [臺北市]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094-97-9 (平裝) NT$320
1.關節 2.保健常識 3.運動健康
416.6
世界第一簡單脊椎矯正術 : 1 天 1 分
鐘趴對就健康!拉伸脊椎 X 調整呼吸
X 鍛鍊肌力,改善駝背、腰痛、肌少
症 / 乾亮介著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8-4-0 (平裝)
NT$320
1.脊椎病 2.運動療法 416.616
脊柱物理治療實務 / 成田崇矢作 ; 李
依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4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64-1 (平
裝) NT$900
1.脊椎病 2.物理治療 416.616
一輩子不疼痛的膝關節 : 關節與軟
骨再生醫學權威教你膝蓋用到 100
歲 / 高湧坤著 ; 黃莞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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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18-3 (平
裝)
1.膝痛 2.保健常識 416.618
運 動 傷 害 與 機 能 貼 布 = Athletic
injuries and Kinesio taping / 駱明瑤作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67-1-3 (平裝)
1.運動傷害 2.外用藥 416.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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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疾病學 : 驗光師國考筆記整理 / 陳
柏衣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
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9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6930 (平裝) NT$395
1.眼科 2.眼部疾病 416.7
眼睛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/ 醫學菁英
社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74 面; 21 公
分 .-- (Health ; 1) .-- ISBN 978-98699637-8-7 (平裝) NT$250
1.眼科 2.眼部疾病 3.視力保健
416.7
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. 2021 : 配
鏡學 / 陳偉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689-3 (平裝)
1.驗光 2.視力 416.767
幼幼牙助的入門筆記 / 牙醫助理崩
壞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牙醫助理
崩壞版, 11002 .-- 1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35-0-6 (精裝)
1.牙科 2.臨床助理 416.9
為自己而戰 : 預防牙醫醫糾,你可以
做的三件事 / 鄧政雄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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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7-995-6 (平裝) NT$660
1.牙科 2.醫療糾紛 416.9
十全大補 = The ten unique skills in
GBR / 王巍穆, 林昱任, 林元凱, 徐振
祥, 高宇鋒, 陳柏舟, 温世政, 曾建福,
黃日晟, 黃炯霖, 程文生, 鄭皓天, 潘
同益, 盧威利, 顏志忠作 ; 黃日晟總編
輯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臺北市牙科
植體學學會, 11001 .-- 2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476-3-2 (精裝)
1.牙科植體 416.955
設計嬰兒 / 羅伯特.L.克里茲曼(Robert
L. Klitzman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
優文化, 11003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663-8-2 ( 平 裝 )
NT$520
1.生殖技術 2.不孕症 3.生命倫理學
417.1263
癌症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/ 醫學菁英
社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16 面; 21 公

分 .-- (Health ; 2) .-- ISBN 978-98699637-9-4 (平裝) NT$250
1.癌症 2.預防醫學 417.8
藥理學 / 王健珍, 王雅惠, 沈郁強, 洪
銘昇, 翁逸奎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, 11002 .-- 7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48-441 (平裝)
1.藥理學 418.1
*對抗毒物萬用術 : 毒理醫學專家招
名威的全方位防毒防疫實用書 / 招
名威著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085-3 (平裝)
1.毒理學 418.8
蜂蜜療癒研究室 : 草藥學家的草本
蜂蜜自療法 : 90+款香草入蜜獨家配
方,提振免疫系統、舒緩憂鬱與焦慮、
對抗發炎反應及改善日常生活不適
症狀的天然居家保健指南 / 道恩.庫
姆斯(Dawn Combs)著 ; 王心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071-7-0 ( 平 裝 )
NT$420
1.食療 2.蜂蜜 3.香料作物 4.食譜
418.91
對症祛病養生酒 : 超過 365 帖你所不
知道的滋補調理方 / 謝惠民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19-8-2 (平裝) NT$350
1.酒 2.養生 3.食譜 418.915
全方位身心覺察自我療癒轉化生命
全書 / 趙采榛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9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9-755 (平裝) NT$500
1.心靈療法 2.身心關係 418.98
進階希塔療癒 : 加速連結萬有,徹底
改變你的生命! / 維安娜.斯蒂博
(Vianna Stibal)著 ; 安老師(陳育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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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456 面;
22 公分 .-- (眾生 ; JP0177) .-- ISBN
978-986-99764-2-8 (平裝)
1.心靈療法 2.能量 3.自我實現
418.98

認識頌缽音療 : 平衡身心,紓壓助眠 /
張達, 和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靛
藍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9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9-3-4 (平裝)
NT$320
1.心靈療法 2.缽 418.98
自己做天然香氛 60 款 : 4 大香氣基
調 X37 款身體保養香氛 X25 種空間
擴香配方,設計獨一無二的私屬香氛
/ 弗瑞.葛林(Fern Green)著 ; 黃明玲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(生活樹系列 ; 87) .-- ISBN 978986-507-272-8 (平裝) NT$350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418.995
精油止痛聖經 : 法國 40 年資深藥師,
用醫療級精油處方療癒 60 種疾病的
痠疼痛麻 / 丹妮兒.費絲緹(Danièle
Festy)著 ; 許雅雯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樹林出版社, 11003 .-- 392 面;
23 公分 .-- (自然生活 ; 46) .-- ISBN
978-986-06007-0-4 (平裝) NT$560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3.疼痛
418.995
精油芳療百調百用.植護保養全書 /
莉亞.海利斯(Lea Harris)著 ; 謝明珊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1-275-6 (平裝)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418.995
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: 基本護理學
/ 張玉珠, 王玉真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60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698-5 (平裝) NT$435
1.基本護理學 419.6
護理的 100 種可能 : 白色巨塔內的角
落生物 / 林怡芳, 陳靜敏, 黃巧文, 胡
文郁, 林玥萱, 汪慧玲, 江孟冠, 劉彥
廷, 柯虹如, 郭欣儒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16-1-2 (平裝) NT$300
1.護理師 2.通俗作品 419.652
護理的 100 種可能 : 白色巨塔外的風
和日麗 / 林怡芳, 林秀靜, 歐怡秋, 陳
思柔, 陳幼貴, 林鳳蓮, 陳薇君, 吳凱
榛, 許韞恩, 楊雅筑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16-2-9 (平裝) 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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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護理師 2.通俗作品

419.652

照顧別人,是一門不可能完美的藝術 :
一個全職照護者的生命故事,為照護
之路帶來撫慰與希望 / 潘妮.溫瑟爾
(Penny Wincer)著 ; 麥慧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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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77-992-5 ( 平 裝 )
NT$380
1.長期照護 2.居家照護服務 3.照顧
者 419.71
愛在關渡醫院護理之家 : 20 周年專
輯 / 陳昌明, 周幸生, 高麗雀, 盧惠珠,
葉曉蒨, 黃詩陵, 林恬安, 王俐方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關渡
醫院, 1100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4-43-1 (平裝) NT$300
1.機構式照護服務 2.長期照護 3.文
集 419.712
安寧緩和護理學 / 李佩怡, 蔡麗雲, 賴
允亮, 顧乃平, 李英芬, 劉姵妤, 劉景
萍, 邱世哲, 陳虹汶, 方俊凱, 李閏華,
李佩怡, 陳明麗, 曾煥棠編著 .-- 九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1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737-1 (平裝) NT$575
1.緩和護理 2.安寧照護 3.生命終期
照護 419.825
我們只是暫時還沒死 / 許禮安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 (青春講義 ; 122) .-- ISBN 978-986392-363-3 (平裝) NT$320
1.安寧照護 2.生命終期照護 3.生死
學 419.825
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: 產科護理學
/ 孫瑞瓊, 吳淑美, 蔡金杏編著 .-- 第
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53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697-8 (平裝)
NT$300
1.產科護理 419.83
新護理考試祕笈. 3, 婦產科護理學 /
羅惠敏、王麗雲、陳碧桑、林靜佩、
許素卿、李小璐、楊麗絨編著 .-- 八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1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740-1 (平裝) NT$450
1.婦科護理 2.產科護理 419.83

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: 兒科護理學
/ 羅高文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56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699-2 (平裝) NT$340
1.小兒科護理 419.84
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: 社區衛生護
理學 / 陳美滿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
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5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696-1 (平裝) NT$290
1.社區衛生護理 419.86

家政
12 歲之前一定要學. 3, 整理收納＆良
好習慣 / 花丸學習會作 ; 伊之文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3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閱
讀) .-- ISBN 978-986-5503-98-7 (平裝)
NT$350
1.家政 2.家庭佈置 420
宅在家,多自在 : 從今天起,過簡單的
自在生活 / 金子由紀子作 ; 林美琪翻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92 面;
20 公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10) .-- ISBN
978-957-13-8565-5 (平裝) NT$280
1.家政 2.生活指導 420
繪師必備!日本女子國.高中生制服圖
鑑 / Kumanoi 作 ; Demi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273-2 (平裝)
1.制服 2.圖錄 3.日本 423.025
一點就通的服裝版型筆記 / 夏士敏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44-8 (平裝)
NT$580
1.服裝設計 423.2
好感度男子穿搭 9 成人都說喜歡的
型男時尚 / Genji 作 ; 胡君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272-5 (平裝)
1.男裝 2.衣飾 3.時尚 423.21
型男穿搭公式 : 只用基本款的「時
尚制服化」造型指南,零思考也能搭
出超好感! / 大山旬著 ; 徐瑞羚譯 .--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麗美人國際媒體,
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240-6-4 (平裝) NT$350
1.男裝 2.衣飾 3.時尚 423.21
基礎服裝製作(適用女裝丙級檢定) /
葉立誠, 邱玉慈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02-6 (平裝)
1.女裝 2.服裝設計 423.23
美膚. IV / 聶惠如, 陳宥辰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88-7-5 (平裝)
1.皮膚美容學 425.3
美睫造型 PTIA / 高瑞雲, 周亞立, 陳
美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
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6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6916 (平裝) NT$300
1.化粧術 2.眼睛 425.4
給大女孩的第一本化妝書 / 岳曉琳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54-9 (平
裝) NT$380
1.化粧術 425.4
手作人の私藏!青木和子の庭園花草
刺繡圖鑑 BEST.63 / 青木和子著 ; 劉
好殊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96 面; 26
公分 .-- (愛刺繡 ; 7) .-- ISBN 978-986302-576-4 (平裝) NT$350
1.刺繡 2.手工藝 426.2
暖心療癒小時光 : 可愛動物刺繡手
帖 = Cute animal embroidery trinkets /
松本千慧, 松本美慧作 ; 李惠芬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622-6-1 ( 平 裝 )
NT$380
1.刺繡 2.手工藝 426.2
超實用的機縫生活小物 / 黃思靜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藝風堂出版社,
11001 .-- 1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933-9-8 (平裝)
1.縫紉 2.手工藝 426.3
獨特有型的質感褲裝 / 小峯有華作 ;
周欣芃譯 .-- 臺北市 : 睿其書房出版 :
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31

- 96 面; 26 公分 .-- (愛生活 ; 103) .-ISBN 978-986-5520-36-6 (平裝)
1.縫紉 2.衣飾 3.褲 426.3
全圖解.完全不敗! : 從起針開始學鉤
織(熱銷經典版) / BOUTIQUE-SHA 授
權 ; 黃立萍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Elegant-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: 悅智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(樂‧鉤織 ; 1) .-- ISBN 978957-9623-65-0 (平裝) NT$300
1.編織 2.手工藝 426.4
Patchwork 拼布教室. 21 : 伴你拼布 :
可 愛 蘇 姑 娘 圖 選 集 / BOUTIQUESHA 授權 ; 林麗秀, 彭小玲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(Patchwork 拼布教室 ; 21) .-- ISBN
978-986-302-575-7 (平裝) NT$380
1.拼布藝術 2.手工藝 426.7
打開零碼布手作箱,簡單縫就可愛! /
BOUTIQUE-SHA 授權 ; 黃鏡蒨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
手作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(輕‧布作 ;
47) .-- ISBN 978-957-9623-64-3 (平裝)
NT$320
1.手工藝 426.7
3 日、5 日、7 日減醣瘦肚餐 : 84 餐
200 道食譜,專業營養師團隊幫你精
準設計最強瘦肚計劃,又能增肌、減
脂、穩血糖,改善疲勞 / 好食課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071-8-7 ( 平 裝 )
NT$399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3.減重 427.1
一個人的小鍋料理 : 不需市售高湯
或湯底,10 分鐘就能快速搞定營養均
衡又方便的 50 道超值小火鍋 / 小田
真規子著 ; 林美琪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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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暢
銷紀念版 .-- ISBN 978-986-459-265-4
(平裝) NT$360
1.食譜 427.1
一鍋到底瘋野炊 : 戶外主廚 Max 的
露營料理 / 楊盛堯(Max)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0-480-9 (平裝) NT$450

1.食譜

427.1

吃出健康瘦 : 101 道高蛋白低碳水,快
速簡單,好吃才會成功的減重料理 /
Mini 朴祉禹著 ; 高毓婷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奇光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74-7-5 (平裝)
NT$460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427.1
無字食譜 : 圖解 100 道簡易又健康的
美食,從開胃菜、主菜到甜點、飲料,
讓你活得更優雅 / 莎碧瑞娜.蘇.達尼
爾斯(Sabrina Sue Daniels)著 ; 黃慧珍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3
公 分 .-- (Ciel) .-- ISBN 978-957-053306-4 (平裝) NT$480
1.食譜 427.1
款待家人的日日早餐 : 60 道撫癒人
心的湯品、麵包、配菜,最豐盛的早
餐料理 / 梁郁芬(Eve)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0-131-2 (平裝) NT$380
1.食譜 427.1
減醣健身 : 神奇的花椰菜 / 鄭慶雯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三藝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96 面; 23 公分 .-- (餐飲
生活 ; 5) .-- ISBN 978-986-96685-8-3
(平裝) NT$250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427.1
惡魔的餐桌 : 讓人吃一口就上癮的
超美味料理 116 道 / 竜士著 ; 連雪雅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 (皇冠叢書 ; 第 4919 種)(玩味 ; 19) .- ISBN 978-957-33-3672-3 (平裝)
1.食譜 427.1
體 脂 少 20%! 我 三 餐 都 吃 , 還 是 瘦
41kg : 海鮮鍋物.肉品蓋飯.鹹甜小點,
維持 3 年不復胖,打造理想體態的 86
道減脂料理 / 李姝婀著 ; 林育帆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 (健康力) .-- ISBN 978-957-08-5707-8
(平裝)
1.食譜 2.減重 3.健康飲食 427.1
東京炸物名店 : 酥炸珍饌精粹技法
150 / 柴田書店編著 ; 黃詩婷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188 面; 26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401-471-2 ( 平 裝 )
NT$450
1.食譜 2.日本 427.131

ISBN 978-986-99852-6-0 ( 平 裝 )
NT$499
1.點心食譜 427.16

營養師教你用 10 種麵包做出 150 款
主餐三明治 : 營養均衡、快速完成,
冷藏也超美味! / エダジュン著 ; 安
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18-7 (平裝)
1.速食食譜 427.14

俏媽咪潔思米的烘焙手作優雅下午
茶 / 潔思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
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(Happy Family ; 84) .-- ISBN
978-986-136-570-1 (平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
365 日輕食感溫甜磅蛋糕 = Les cakes
pour 365 jours / 高石紀子作 ; 黃詩婷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73-6 (平裝)
NT$32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呂昇達餡料點心黃金配方 101 / 呂昇
達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0-135-0 ( 平 裝 )
NT$6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完美司康的烘烤秘密 / 蘇厚宇 Alex
Su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匠心文化創
意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5-5-2 (平裝)
NT$36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和風法式甜點 : 三星餐廳甜點師的
盤式甜點設計 / 田中真理著 ; 丁廣貞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2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5-49-2 (平裝) NT$5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定格超圖解,不甜不膩の手作日式甜
點 : 日本頂尖和果子專家教你,從內
餡、選皮到練切,蒸、烤、微波都可
以,一次學會新手也不失敗的關鍵小
細節! / 宇佐美桂子, 高根幸子作 ; 劉
芳英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12 面; 26 公
分 .-- 暢銷典藏版 .-- ISBN 978-98699728-6-4 (平裝) NT$350
1.點心食譜 2.日本 427.16
美感升級!在家手作超吸睛造型甜點 :
6 款基礎蛋糕 X4 款裝飾技巧,華麗奶
油霜蛋糕、可愛糖霜餅乾,一次全學
會! / Vicky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
色文化, 11003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32

訂製韓國咖啡店的人氣甜點 : 來自
首爾 Room for cake 烘焙教室的原創
配方大公開 / 朴志英作 ; 陳品芳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39-3 (平
裝) NT$4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頂級食感 : 精品巧克力手作全書 / 黎
玉璽(Jade Li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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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(烘焙職人
系列 ; 13) .-- ISBN 978-986-99816-4-4
(平裝) NT$700
1.巧克力 2.點心食譜 427.16
無蛋奶砂糖!零負擔純素甜點 : Vegan
sweets / 今井洋子作 ; 沈俊傑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392-4-9 ( 平 裝 )
NT$350
1.點心食譜 2.素食食譜 427.16
創意烘焙 : 蛋糕甜點的完美裝飾技
法 / 許燕斌, 賴韋志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88-8-2 (平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減醣高蛋白手工烘焙點心 / 黃淑馨,
劉郁玟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76 面; 26
公分 .-- (Baking ; 2) .-- ISBN 978-98606127-6-9 (平裝) NT$3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粵式點心研究室 / 蘇俊豪著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 , 11003 .-- 176 面 ; 26 公 分 .-(Cooking ; 3) .-- ISBN 978-986-99637-70 (平裝) NT$420
1.點心食譜 427.16

熊谷裕子 精湛的蛋糕變化研究課 /
熊谷裕子作 ; 顏雪雪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1-474-3 (平裝) NT$3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輕鬆揮灑魔法!烤出美味又漂亮的常
溫蛋糕 / 郭士弘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4-1766 (平裝) NT$4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全家人的暖心便當 : 56 道經典便當
X83 道主副菜 X32 道縮時料理 / 劉晏
伶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30-5 (平裝)
NT$399
1.食譜 427.17
超省時減醣便當菜 : 386 道少醣低熱
量的美味菜色,10 分鐘做出 500-600
卡的瘦身便當 / 成澤文子著 ; 彭琬婷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6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482-3 (平裝)
NT$350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427.17
鐵人媽咪的便當食光 : 期待打開便
當盒的瞬間 / 蔡瑞塔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果文化顧問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577-8-7 (平裝) NT$490
1.食譜 427.17
雞胸肉的 100 種吃法 / 周維民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
公司出版 ; [新北市] : 聯合發行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240 面; 23 公
分 .-- (廚房 Kitchen ; 107) .-- ISBN 978986-99246-6-5 (平裝) NT$399
1.肉類食譜 2.雞 427.221

中式米食證照教室 : 米食加工丙級
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實戰祕笈&學
科滿分題庫 / 曾家琳, 林國富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 , 11003 .-- 248 面 ; 24 公 分 .-(Cook50 ; 204) .-- ISBN 978-986-997363-2 (平裝) NT$420
1.飯粥 2.食譜 3.考試指南 427.35
飲料調製丙級檢定通關必讀 : 學術
科合訂本 / 蔡佳, 侯薇, 黃真編著 .-五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4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5-242-1 (平裝)
1.飲料 2.考試指南 427.4
飲料調製證照教室 : 飲調丙級技術
士技能檢定術科寶典＆學科滿分題
庫 / 許可函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
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56 面;
24 公分 .-- (Cook ; 50203) .-- ISBN 978986-99736-2-5 (平裝) NT$480
1.飲料 2.考試指南 427.4
Gin & Tonic 琴通寧雞尾酒完美調配
全書 / 佛雷德利.杜布瓦(Frédéric Du
Bois), 伊莎貝爾.布斯(Isabel Boons)著 ;
李雅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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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9-268-5 (平裝) NT$880
1.調酒 427.43
給新手的食物乾燥指南 / 特雷莎.馬
羅尼作 ; 邱鈺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08 面; 23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266-5 (平裝) NT$480
1.食物乾藏 427.73

海味廚房 = Seafood kitchen / 陳秉文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246-5-8 ( 平 裝 )
NT$399
1.海鮮食譜 2.烹飪 427.25

創新前衛的分子料理 : 20 種容易理
解的技法.40 道顛覆味蕾的食譜 / 安
娜.卡卓(Anne Cazor), 克麗絲汀.雷納
(Christine Liénard)合著 ; 蒲欣珍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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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1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66-1 (平
裝)
1.烹飪 2.食譜 3.分子原理 427.8

幸好冰箱有蛋 / 邱文澤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0-129-9 (平裝) NT$380
1.蛋食譜 427.26

兒童強身健腦整復伸展要領 / 古久
澤靖夫著 ; 胡慧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58-1-5 (平裝) NT$320
33

1.育兒 2.推拿 3.按摩

428

情境漫畫圖解蒙特梭利 X 多元智能
親子教育 / 伊藤美佳著 ; 王韶瑜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(Super Kid ; 16) .-- ISBN 978-986-381225-8 (平裝) NT$350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3.蒙特梭利教學
法 428
哇!小男生會上廁所了 / 小劉醫師作 ;
bebebear 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
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0
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84297-7 (精裝) NT$260
1.如廁訓練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428.7
喔!小女生會上廁所了 / 小劉醫師作 ;
bebebear 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
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0
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84296-0 (精裝) NT$260
1.如廁訓練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428.7
養卵的魔法 / 魏曉瑞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兆出版社, 11003 .-- 16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14-97-1 (平
裝) NT$350
1.懷孕 2.婦女健康 3.不孕症 429.12

農業
建立農業素材高值化應用驗證量能
= To verify higher value-adding
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materials / 洪
紹文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財團
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, 11001 .-- 1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21-3-5 (平
裝)
1.農業生物學 2.生物技術 3.產品檢
驗 430.1635
新農業生技創新創業全攻略 / 徐杏
芬, 陸振岡, 黃兆立, 盧錫祺, 王怡婷,
蕭介夫, 蘇融廷, 李樑堅, 魏幸怡, 許
書銘, 馮志峯, 吳祉芸, 陳永進, 許智
為, 唐淑美, 曾為國, 陳世喜, 李佳相,
黃雅聖, 徐淑媚, 冉繁華, 侯智耀, 朱
偉中, 許嘉宏, 吳志偉, 周明維, 邱煥
堃, 許再文, 洪郁心, 陳柏諺, 謝欣容,
洪洪平, 陳俊延, 謝長奇, 朱俊男, 江
文德, 王俊傑, 莊國賢, 羅偉特, 范奕
騰, 施養佳作 ; 楊長賢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
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, 11001 .- 3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1-72-0 (平裝)
1.農業經營 2.生物技術 3.創業 4.個
案研究 431.2
農藥標準規格與檢驗方法. 第十二輯
/ 徐慈鴻, 許廷豪, 黃振華, 廖保成, 劉
必謙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行政院農
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,
11001 .-- 10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5-18-7 (平裝) NT$250
1.農藥 2.檢驗 3.分析化學 433.73
那年我們一起採芋頭 : 天然飲食 / 吳
睿保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博毓食農
教育學園, 110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( 田 園 妙 事 ; 1) .-- ISBN 978-98606146-0-2 (平裝) NT$380
1.蔬菜 2.栽培 3.食譜 435.2
樂活陽台蔬菜盆栽 : 準備知識 x 日常
栽培 x 豐收密技,82 種安心蔬菜輕鬆
種,第一次做都市農夫就上手! / 金田
初代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
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16 面;
23 公分 .-- 暢銷新裝版 .-- ISBN 978986-130-481-6 (平裝) NT$380
1.蔬菜 2.栽培 3.盆栽 435.2
吃辣的歷史 : 辣椒四百年 / 曹雨著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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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80 面; 21 公
分 .-- (人文 ; 16) .-- ISBN 978-986-344880-8 (平裝) NT$350
1.辣椒 2.歷史 3.中國 435.27
台灣果物誌(酸用水果) : 75 種酸類水
果圖鑑 : 橘、柚、橙、檸檬、鳳梨、
枳、黃皮 / 劉仁傑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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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4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8-658-0 (平裝) NT$680
1.果樹類 2.植物圖鑑 435.3025
景觀樹木觀賞圖鑑 / 章錦瑜著.攝
影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(台
灣 自 然 圖 鑑 ; 2) .-- ISBN 978-9865582-01-2 (精裝) NT$890
1.樹木 2.植物圖鑑 3.臺灣
436.13333

動物醫院分科與臨床技術手冊 / 王
咸棋, 李衛民, 林荀龍, 周濟眾, 高如
栢, 張仕杰, 陳冠升, 陳文英, 賴政宏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70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654-3-9 (精裝)
1.獸醫學 2.診斷學 437.2
小動物內科學 / Richard W. Nelson, C.
Guillermo Couto 作 ; 王元昕, 方雅筑,
尹崇耀, 吳子翔, 林妙鈞, 郭育雯, 陳
彥偉, 陳慶安, 張昭儀, 莊秉臻, 廖桂
君, 劉環華, 趙家欣, 齊弈榮, 謝明瑞
譯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72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654-2-2 (上冊:平裝)
1.獸醫學 2.犬 3.貓 437.25
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: 等我回家的你 /
黃阿瑪, 志銘與狸貓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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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25-2 (平
裝) NT$350
1.貓 2.文集 437.3607
毛孩的鮮食小食堂 : 我與毛孩的餐
桌鮮食料理 / 黃英哲, 王谷瑋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
1100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0-53-4 (平裝) NT$480
1.貓 2.寵物飼養 3.食譜 437.364
快樂貓咪飼育指南 : 完整了解貓咪
行為,提供實用的飼養技巧,與愛貓建
立良好關係! / 安娜琳.布魯(Anneleen
Bru)著 ; 翁菀妤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32 面;
23 公分 .-- (寵物館 ; 103) .-- ISBN 978986-5582-09-8 (平裝) NT$380
1.貓 2.寵物飼養 3.動物行為
437.364
社區林業技術手冊 : 森林養蜂 / 陳美
惠, 廖晋翊, 孫靖媛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
縣內埔鄉 :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
系社區林業研究室, 11001 .-- 55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0-0-3 (精裝)
NT$250
1.養蜂 2.林業 437.83
與酵母共舞 : 跟著火頭工了解發酵
的科學原理,做出屬於你的創意麵包
/ 吳家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
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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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3 公分 .-- (LOHAS.樂活) .-- ISBN
978-957-08-5706-1 (平裝)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439.21

工程
動態系統運行安全性分析與技術 /
柴毅, 張可, 毛永芳, 魏善碧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309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957-592-738-7 (平裝)
NT$620
1.系統工程 2.系統分析 440
應用工程數學 / 周卓明著 .-- 高雄市 :
周卓明, 11001 .-- 43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504-1 (平裝)
1.工程數學 440.11
先進材料連接技術及應用 / 李亞江
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
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58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592727-1 (平裝) NT$720
1.材料科學 440.2
*超級工程 MIT. 3, 觸碰天際的台北
101 / 黃健琪文 ; 吳子平圖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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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9-866-4 ( 平 裝 )
NT$450
1.建築工程 2.通俗作品 441.3
AutoCAD 建築與室內設計寶典 / 陳
世勳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2 .- 6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457-7 (平裝)
1.AutoCAD(電腦程式) 2.建築工程 3.
電腦繪圖 4.電腦輔助設計
441.3029
實用建築聲學應用案例 / 陳金文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科技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2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655-557-2 ( 平 裝 )
NT$750
1.建築 2.聲學 441.33
高雄市市定古蹟旗後燈塔(高雄燈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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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2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23-7 (平裝) NT$1000

1.燈塔 2.古蹟修護 3.高雄市

441.41

國定古蹟西嶼燈塔(漁翁島燈塔)修
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. 第 1 期
續辦 /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航港局,
11001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21-3 (平裝) NT$1000
1.燈塔 2.古蹟修護 3.澎湖縣 441.41
新北市市定古蹟「板橋迪毅堂」修
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/ 閻亞
寧主持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文化
局, 11001 .-- 3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2-20-8 (平裝)
1.廟宇建築 2.古蹟修護 3.新北市板
橋區 441.41
澎湖縣歷史建築目斗嶼燈塔修復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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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30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220 (平裝) NT$1000
1.燈塔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澎湖縣 441.41
小小建築師 : 童話裡的小屋 / 傑瑞.貝
利作 ; 喬爾.德雷米繪 ; 穆允宜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 面; 25X23 公
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73) .-- ISBN 978986-507-269-8 (精裝) NT$320
1.房屋建築 2.通俗作品 441.5
好實用.好收納.好清潔的實用住宅改
造全書 / 漂亮家居設計家, 周建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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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56-6 (平裝)
NT$420
1.房屋建築 2.空間設計 3.室內設計
441.5
住沒有空調的房子 : 蓋房子必知的
不依賴空調的法則,活用科學知識、
巧妙布局空間,打造會省荷包的好房
子! / 山田浩幸著 ; 楊明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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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4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7-993-2 (平裝)
NT$300
1.房屋建築 2.室內設計 3.綠建築
441.5

建築構造基本攻略 : 大家都想知道
的 Q & A / 日本建築結構工程師協會
(JSCA)編 ; 石國瑜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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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2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8-652-8 (平裝) NT$650
1.建築物構造 441.5
建築技術規則. 110 年版 .-- 臺北市 :
中華民 國全國 建築 師公會 出版社 ,
11001 .-- 4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98-0-4 (平裝) NT$300
1.營建法規 2.建築物構造 441.51
建築技術規則. 110 年版, 總則編、建
築設計施工編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
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, 11001 .-- 29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98-11 (平裝) NT$120
1.營建法規 2.建築物構造 441.51
建築法規彙編. 2020 / 周世璋, 吳玫芳
主編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茂榮書局,
11001 .-- 90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733-72-7 (平裝) NT$600
1.營建法規 441.51
最新建築技術規則(附補充規定圖例
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) / 詹
氏書局編輯部編 .-- 十二版 .-- 臺北
市 : 詹氏書局, 11002 .-- 4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05-618-4 (平裝)
NT$200
1.營建法規 2.建築物構造 441.51
營建法令輯要. 109 年度 / 詹氏書局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局,
11001 .-- 9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05-617-7 (精裝) NT$1200
1.營建法規 441.51
比系統傢具更厲害的系統化裝修 :
省時、設計感、機能,通通一次到位!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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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Solution ;
128) .-- ISBN 978-986-408-657-3 (平裝)
NT$450
1.室內設計 2.施工管理 441.52
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. 第
十八屆 /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茂榮書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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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1 .-- 50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733-71-0 (平裝) NT$800
1.營造業 2.營建管理 3.文集
441.52907
新北市歷史建築蘆洲八角樓修復或
再利用計畫 / 王惠君計畫主持 .-- 新
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1 .-3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19-2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60
1.房屋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護 4.新北市蘆洲區 441.59
臺中市歷史建築萬選居修復工程工
作報告書 / 黃毅誠計畫主持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,
11001 .-- 38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8-56-0 (平裝)
1.房屋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護 4.臺中市 441.59
彰化縣歷史建築鹿港街長宿舍修復
及再利用計畫 / 呂政道計畫主持 .-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
11004 .-- 4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3-98-8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1200
1.宿舍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彰化縣鹿港鎮 441.595
一零八年 淡江大橋 破釜 / 唐鼎製作
有限公司採訪編製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
北區臨時工程處, 11001 .-- 2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17-6 (平裝
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500
1.橋樑工程 441.8
地工織布應用於橋墩基礎保護之沖
刷模擬研究 / 賴瑞應, 黃宇謙, 莊凱迪,
林佳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
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1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56-5 (平裝)
NT$200
1.橋樑工程 2.施工管理 441.8
南方澳跨港大橋重建紀錄. 壹 / 工程
科, 勞安科, 設計科, 用地科, 秘書室,
南澳工務段,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
有限公司南方澳大橋重建監造計畫,
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, 太乙媒
體事業有限公司撰文 .-- 宜蘭縣蘇澳
鎮 :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
工程處, 11002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1-219-0 (平裝)
1.橋樑工程 441.8

軌道扣件巡檢系統建置 : 扣件缺失
辨識系統精進驗證. (2/2) / 謝禎冏, 黃
維信, 謝尚琳, 林雅雯, 洪瑋宏, 杜宇
豪, 賈漢文, 徐倜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2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572 (平裝) NT$200
1.鐵軌 2.牢繫物 3.鐵路工程 442.52
離岸風電基地母港與鄰近海域腐蝕
因子調查. (2/2) / 羅建明, 莊凱迪, 黃
宇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
輸研究所, 11002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1-260-2 ( 平 裝 )
NT$200
1.海岸 2.海岸工程 443
離岸風電區鄰近海岸漂沙機制探討.
(4/4) / 蘇青和, 洪維屏, 陳鈞彥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2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31-2 (平裝) NT$400
1.海岸 443
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條文 : 設計案
例編彙 / 朱志誠, 陳建中, 張文奐, 黃
振綱, 柯依霈, 吳亮均, 柯昶亨, 賴瑞
應, 林雅雯, 謝幼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41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589 (平裝) NT$150
1.港埠工程 2.港埠管理 443.2
港灣環境資訊系統維護-功能提升.
109 年 / 陳羿庭, 邱仁成, 林珂如, 蔡
立宏, 李俊穎, 劉清松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28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82-4 (平裝) NT$200
1.港埠管理 2.港埠資訊查詢系統
443.2
臺北港港區工程基本資料庫擴建及
網頁查詢模組建置 / 張道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54-1 (平裝) NT$180
1.港埠工程 2.地理資訊系統 3.港埠
資訊查詢系統 443.2
離岸風電海域防救災規劃策略研究
委託專業服務案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國家海洋研究院, 11001 .-- 339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05-0 (平裝)
1.風力發電 2.海岸工程 3.災害應變
計畫 443.3

高屏溪流域水資源工程及文化資產
保存 / 丁澈士, 林思玲著 .-- 初版 .-屏東市 : 屏東縣政府, 11001 .-- 443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-89-7 (精
裝) NT$1000
1.水利工程 2.水資源管理 3.文化資
產保存 4.高屏溪 443.6
12 港域海氣象觀測資料年報(風浪潮
流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和, 廖慶堂, 黃
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 李政達, 林達
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明鑫, 林受勳,
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
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44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50-3 (平裝)
NT$2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2019 年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
資 料 年 報(12 海域 波 浪觀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2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62-6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海氣象自動化預報模擬系統作業化
校修與維運. 109 年 / 劉正琪, 李兆芳,
傅怡釧, 李俊穎, 謝佳紘, 江朕榮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4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24-4 (平裝)
1.海洋氣象 444.94
國際商港強風及陣風特性分析 : 以
臺中港為例. (1/2) / 蘇青和, 衛紀淮,
羅冠顯, 陳子健, 張維庭, 朱美依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29-9 (平裝) NT$400
1.陣風 2.海洋氣象 3.港埠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12 港
域觀測波浪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和,
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 李
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明
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47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343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12 港
域觀測風力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和,
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 李
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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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4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336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12 港
域觀測海流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和,
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 李
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明
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3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367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12 港
域觀測潮汐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和,
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 李
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明
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3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350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布袋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2-8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安平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4-2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金門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8-0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花蓮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0-4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馬祖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9-7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高雄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3-5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基隆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38-1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臺中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6-6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臺北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

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37-4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
2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63-3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臺東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1-1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中 雲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2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73-2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澎湖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47-3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(蘇澳
港域觀測海氣象資料). 2019 年 / 蘇青
和, 廖慶堂, 黃茂信, 羅冠顯, 衛紀淮,
李政達, 林達遠, 洪維屏, 許義宏, 劉
明鑫, 林受勳, 蔡金吉著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3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39-8 (平
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(12 海域風力觀測資料). 2019 年 /
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怡釧, 劉
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1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61-9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(12 海域海流觀測資料). 2019 年 /
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怡釧, 劉
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5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64-0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(12 海域潮汐觀測資料). 2019 年 /
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怡釧, 劉
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37
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北 苗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65-7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北 端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66-4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金 門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2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75-6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花 蓮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68-8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宜 蘭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67-1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屏 東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1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70-1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馬 祖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76-3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高 雄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71-8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臺 東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69-5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嘉 南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4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72-5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
報 ( 澎 湖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).
2019 年 / 蔣敏玲, 蘇青和, 李俊穎, 傅
怡釧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蔡世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36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74-9 (平裝) NT$1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臺中港海洋雷達波流觀測及特性分
析 / 李政達, 林受勳, 羅冠顯, 陳子健,
蘇青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

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201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77-0 (平裝)
NT$2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臺中港海氣象觀測及特性分析 / 蘇
青和, 林達遠, 羅冠顯, 陳子健, 張維
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
研究所, 11002 .-- 183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1-230-5 ( 平 裝 )
NT$400
1.海洋氣象 2.港埠 444.94
臺灣中南港域海象觀測與特性分析.
109 年 / 蘇青和, 黃茂信, 廖慶堂, 許
義宏, 林受勳, 羅冠顯, 李政達, 洪維
屏, 林達遠, 衛紀淮, 劉明鑫, 陳子健,
張維庭, 朱美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5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25-1 (平
裝) NT$4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臺灣北東港域海象觀測與特性分析.
109 年 / 蘇青和, 黃茂信, 廖慶堂, 許
義宏, 林受勳, 羅冠顯, 李政達, 洪維
屏, 林達遠, 衛紀淮, 劉明鑫, 陳子健,
張維庭, 朱美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6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26-8 (平
裝) NT$400
1.海洋氣象 444.94
精密工具機技術 / 陳紹賢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561-7 (平裝) NT$360
1.工具機 446.841
圖解精密切削加工 / 大坪正人著 ; 宮
玉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
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1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137-4 (平裝) NT$1200
1.機械工作法 2.精密機械工業
446.89
汽車原理. 柴油引擎篇 / 許良明, 黃旺
根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1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94-1 (平裝)
1.汽車工程 2.引擎 447.1
汽車學. 汽車電學篇 / 許良明, 黃旺根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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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8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97-2 (平裝)
1.汽車電學 447.1
電動汽車主動安全駕駛系統 / 田彥
濤, 廉宇峰, 王曉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92-737-0 (平裝) NT$460
1.汽車工程 2.電動汽車 3.安全設備
447.1
自動變速箱與故障排除 / 何達義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96-5 (平裝)
1.變速器 2.汽車維修 447.132
汽車新式配備與裝置 / 黃旺根, 羅仲
修, 楊子岳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2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180-4 (平裝)
1.汽車配件 447.15
多旋翼無人機系統與應用 / 彭誠, 白
越, 田彥濤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37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57-592-728-8 (平裝) NT$720
1.飛行器 2.遙控飛機 447.7
離岸風力發電場的誕生 : 操作指南 /
Jochem Tacx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立
達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192 面 ; 28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093-0-1 (平裝)
1.發電廠 2.風力發電 448.13
波浪能發電裝置設計和製造 / 劉延
俊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
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97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592730-1 (平裝) NT$400
1.發電系統 2.波動 3.能源技術
448.166
混合式數位與全數位電源控制實戰 /
李政道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57-0 (平
裝)
1.變壓器 2.整流器 3.電源穩定器
448.23
公職國營講重點(電力系統) / 林力,
李元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500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66-8 (平裝)
NT$700
1.電力系統 2.電力配送 448.3

11002 .-- 7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8-280-3 (平裝)
1.電路 448.62

電力系統重點整理+高分題庫 / 廖翔
霖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8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21-7 (平
裝)
1.電力系統 2.電力配送 448.3

海洋智慧裝備液壓技術 / 劉延俊, 薛
剛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
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89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592-733-2 (平裝) NT$600
1.液壓控制 2.海洋工程 448.917

*國營事業講重點(電子學) / 鄧茗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00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45-948-4 ( 平 裝 )
NT$450
1.電子工程 2.電子學 448.6

工業機器人整合系統與模組化 / 李
慧, 馬正先, 馬辰碩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22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57-592-726-4 ( 平 裝 )
NT$460
1.機器人 2.系統設計 448.992

電子學 / 陳震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2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20-0 (平裝)
1.電子工程 2.電子學 448.6
微電子學 / 林昀, 林漢賓編著 .-- 第二
版 .-- 新北市 : 亞鑫圖書出版有限公
司 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89914-2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860 .-ISBN 978-986-89914-3-9 (第 2 冊:平裝)
NT$870 .-- ISBN 978-986-89914-4-6 (第
3 冊:平裝) NT$870 .-- ISBN 978-98689914-5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870 .-ISBN 978-986-89914-6-0 (第 5 冊:平裝)
NT$900 .-- ISBN 978-986-89914-7-7 (第
6 冊:平裝) NT$890
1.微電子學 448.6
5G 世代軟板高頻材料及微細線路製
程簡介 / 蘇文彥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臺灣電路板協會, 11002 .-- 2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92-3-4 (平裝)
1.印刷電路 448.62
FPGA 可程式化邏輯設計實習 : 使用
Verilog HDL 與 Xilinx Vivado / 宋啟嘉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65-5 (平裝)
1.積體電路 2.晶片 3.Verilog(電腦硬
體描述語言) 4.設計 448.62
電子電路實習 / 張志安, 李志文, 陳世
昌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0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74-3 (平裝)
1.電子工程 2.電路 448.62
電路學 / 曾國雄, 譚旦旭編著 .-- 七
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

服務機器人系統設計 / 陳萬米主編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19 面; 23 公分 .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592-729-5
(平裝) NT$450
1.機器人 2.系統設計 448.992
特種機器人技術 / 郭彤穎, 張輝, 朱林
倉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
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40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592-734-9 (平裝) NT$480
1.機器人 448.992
焊接機器人技術 / 陳茂愛, 任文建, 閆
建新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
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64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57-592-735-6 (平裝) NT$560
1.機器人 448.992
人形機器人必學寶典. 基礎篇 : 使用
Arduino C 與齊格飛 SIEGFRIED 機器
人 / 盧建邦, 陳彥宇, 謝其煒, 陳品君,
林彥錦, 賴冠婷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195-8 (平裝)
1.機器人 2.電腦程式設計
448.992029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
建築物設置立體綠化及綠屋頂成果
專輯. 2020 / 蘇志勳, 江俊昌, 劉中昂,
曾品杰, 謝安瑞, 謝秋分, 張桂鳳, 王
敏州, 潘永祥撰稿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
政府工務局, 11001 .-- 181 面; 21 公
39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16-2 (平裝)
NT$500
1.市政工程 2.都市綠化 3.綠建築 4.
高雄市 445.133/131

礦冶
金屬粉床雷射光增材製造技術 / 魏
青松, 宋波, 文世峰, 周燕等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274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592-732-5 (平
裝) NT$580
1.粉末冶金 454.9

應用化學；化工
日本名酒「獺祭」的挑戰 : 從深山
邁向世界 / 弘兼憲史著 ; 黃詩婷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3-760-9 (平裝) NT$280
1.旭酒造株式會社 2.製酒業 3.企業
再造 4.漫畫 5.日本 463.81
顧盼生姿 : 凍齡教主顧婕的紅酒養
生事典 / 顧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84-2-7 (平裝) NT$380
1.葡萄酒 2.品酒 463.814
從景德鎮到 Wedgwood 瓷器 : 第一個
全球化商品,影響人類歷史一千年 /
羅伯特.芬雷(Robert Finlay)著 ; 鄭明
萱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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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455-5 (平
裝) NT$580
1.瓷器 2.歷史 3.藝術社會學 4.中國
464.16092
亞洲壓克力產業模範生 : 繼奇美實
業後,台灣壓克力產業的經營故事 /
季子弘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飛鳥季
社, 11002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(產業
紀實 ; 1) .-- ISBN 978-986-89517-9-2
(平裝) NT$499
1.塑膠業 2.合成樹脂 3.企業經營 4.
台灣 467.4

製造

微電腦應用實習 / 張義和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漢源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- 技術
型高級 中等學 校電 機與電 子群 .-ISBN 978-986-98310-7-9 ( 平 裝 )
NT$550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設計 471.516

半導體產業營業秘密與智慧財產權
之理論與實務 / 劉傳璽, 林洲富, 陳建
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9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30-1 (平裝)
NT$380
1.半導體工業 2.智慧財產權 484.51

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: 理論與實務
應用 / 欒斌, 劉芳怡, 陳苡任合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(滄海書碼 ; MB0705) .-- ISBN 978986-99278-4-0 (平裝)
1.電子商務 2.網路行銷 490.29

乘坐麥昆 plus 小車前往 AIOT 世界 :
micro:bit 及 MakeCode 在人工智慧(AI)
及物聯網(IoT)的合作演出 / 黃文玉
作 .-- 臺中市 : 宇宙機器人企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372-7-5 (平裝)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設計 3.物聯網
471.516

中國數谷 /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Big ; 355) .-- ISBN 978-95713-8615-7 (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957-13-8616-4 (精裝) NT$450
1.資訊業 2.產業發展 3.大數據 4.中
國 484.6

跨境電商 : 十大密技迅速攻略網路
市場 / 安晨妤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513-9 (平裝) NT$420
1.電子商務 2.網路產業 3.中國
490.29

商業；各種營業
日本老舖居酒屋,乾杯! / 施清元
(Osullivan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 256 面; 20 公分 .-- (Hello Design 叢
書 ; HDI0053) .-- ISBN 978-957-138539-6 (平裝) NT$450
1.餐廳 2.餐飲業 3.日本 483.8
綠色餐廳潮滋味 : 在地台味食材 X
友善環境烹調,番紅花帶你品嚐綠色
飲食的 24 個美味提案! / 番紅花著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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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麥田航區 ; 12) .-- ISBN 978-986344-882-2 (平裝) NT$450
1.餐廳 2.餐飲業 3.飲食風俗 4.臺灣
遊記 483.8
餐飲成本控制 / 李蓓芬, 吳柏萱, 曾瓊
慧, 陳國勝, 鄧旭茹, 吳蕙君, 陳秀芬,
許育嘉, 林漢明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中
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738-8 (平裝) NT$375
1.餐飲管理 2.成本控制 483.8
全球思路 : 臺灣資訊科技人才延攬
政策發展史(1955-2014) / 林嘉琪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435-6 ( 平 裝 )
NT$450
1.科技業 2.人才 3.產業發展 4.臺灣
484

資訊通訊技術與智慧製造 / 馬楠, 黃
育偵, 秦曉琦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
11001 .-- 18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57-592-736-3 ( 平 裝 )
NT$380
1.無線電通訊業 2.通訊產業 3.產業
發展 4.中國 484.6
顛覆致勝 : 貝佐斯的「第一天」創
業信仰,打造稱霸全世界的 Amazon
帝國 / 瑞姆.夏藍(Ram Charan), 楊懿
梅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81-4 (平
裝) NT$380
1.貝佐斯(Bezos, Jeffrey) 2.亞馬遜網
路書店(Amazon.com) 3.電子商務 4.
企業經營 487.652
台灣產業用紡織品的原動力 = The
driving force of Taiwan technical textiles
/ 陳柔蓁, 羅中豪, 陳進來, 黃博雄, 蕭
玉梅, 李欣錞, 林美秀編輯 .-- 新北市 :
社團法 人台灣 產業 用紡織 品協會 ,
11001 .-- 20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864-1-6 (精裝)
1.紡織業 2.產業發展 3.臺灣 488
我是遺物整理師 / 金完(김완)著 ; 馮
燕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087-7 (平
裝) NT$340
1.殯葬業 489.66

商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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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16 / 華品文化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18-8-2 (平裝)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490.99
超強英文寫作課 : 英文商用書信基
本範例 / 陶慧編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
屋文化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英語通 ; 5) .-- ISBN 978-986-5544-188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50
1.商業英文 2.商業書信 3.商業應用
文 493.6
主題式會計事務(人工記帳、資訊)
丙級技能檢定學科滿分題庫 / 林惠
貞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7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16-3 (平
裝)
1.會計 495
中級會計學 =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/
江淑玲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75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43-5-8 (下冊:
平裝) NT$780
1.中級會計 495.1
會計學 : 健康暨醫療產業之應用 / 劉
彥余, 李品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滄海書局, 11002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3-123-1 (平裝)
1.會計學 2.健康醫療業 3.行政管理
495.1
圖解財務報表分析 / 伍忠賢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02 .-3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207-2 (平裝) NT$380
1.財務報表 2.財務分析 495.47

審計學原理 / 蔡信夫, 林惠雪, 黃惠君,
郭博文編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75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43-4-1 (平
裝) NT$690
1.審計學 495.9
向時尚品牌學風格行銷 : 風格決定
你是誰 : 不出賣靈魂的 27 堂品牌行
銷課 = Style marketing 27 / 吳世家著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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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69-2 (平
裝) NT$380
1.品牌行銷 2.行銷學 3.時尚 496
完全圖解精準行銷 : 七個企劃模組
幫你完全命中客群需求 / 永井孝尚
著 ; 薛聖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
富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157-9 (平裝)
NT$320
1.行銷學 2.行銷策略 496
社群營銷實戰寶典 / 陳韋霖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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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8-22-1 (平裝) NT$300
1.網路社群 2.網路行銷 3.LINE 496
品牌行銷技術應用於智慧健康產品、
綠色消費產品與地區醫院服務品質
改善之創新解決方案 / 倪達仁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4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9-76-2 (平裝) NT$500
1.行銷學 2.商業管理 496
最新社群與行動行銷實務應用 / 數
位新知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14-6 (平
裝) NT$500
1.網路行銷 2.網路社群 496
網路行銷概論 / Raymond Frost, Alexa
K Fox, Judy Strauss 原著 .-- 八版 .-- 臺
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17-7-8 (平裝)
1.網路行銷 496
客訴行銷 : 哪怕對方又奧又盧,也要
讓他買得心服口服 / 劉金源, 黃榮華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52-69-5 (平裝)
NT$360
1.銷售 2.銷售員 3.職場成功法
496.5
現代物流管理 : 物流與供應鏈整合 =
Modern logistics management : logistics
and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/ 張有恆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17-6-1 (平裝)
1.物流管理 2.供應鏈管理 496.8
*Lois 廣告大創意 / 喬治.路易斯, 比
爾.匹茲著 ; 劉家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0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112 (平裝) NT$480
1.廣告學 2.行銷傳播 497
廣告人的行銷法則 / 崔西.阿靈頓
(Tracy Arrington)著 ; 馬修.佛瑞德列
克(Matthew Frederick)繪 ; 江元毓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224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7292-2 (平裝) NT$350
1.廣告學 2.行銷傳播 497
比稿囉!設計智囊團全員集合! /
Power Design Inc.著 ; 沈俊傑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228 面; 18X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1-470-5 ( 平 裝 )
NT$580
1.平面廣告設計 2.廣告製作 497.5
鈔級文字力 / 林郁棠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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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26-9 (平
裝) NT$300
1.廣告文案 2.廣告寫作 497.5
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第 32 屆(辨風
向 ) 畢 業 特 刊 = WINiD : Chinese
Culture University 32nd Annual
Advertising Graduation Exhibition / 陳
怡瑄, 吳芸萱, 簡芯榕, 劉志璿, 孫靖
雯, 毛子云, 蘇子芹, 范芳瑜, 楊挺茹,
陳郁筑, 陳葒, 謝季馨, 王長逸, 駱柯
言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
學新聞暨傳播學院廣告學系, 11002 .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379-8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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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廣告作品 2.廣告文案

497.9

男人的菜市場 / 劉克襄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04 面; 22 公分 .-- (Taiwan
style ; 67) .-- ISBN 978-957-32-8977-7
(平裝) NT$430
1.市場 2.臺灣 498.7
圖解吃喝小店攤設計 : 從街邊店到
移動攤車,品牌定位、設計、製作一
本全解 /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.--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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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8-653-5 ( 平 裝 )
NT$399
1.攤販 2.商店管理 3.創業 498.91
*連鎖管理 / 許英傑, 李冠穎著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4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475-6-5 (平裝)
1.連鎖商店 2.加盟企業 3.企業管理
498.93

企業管理
ITIS 產業分析師教你解密 AI 產業化
/ 陳右怡, 謝孟玹, 石立康, 黃仲宏, 李
爾芳, 劉曉君作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財
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
際策略發展所, 11001 .-- 25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59-4 (平裝)
1.企業經營 2.產業發展 3.人工智慧
494
三無時代的企業管理與人才培育 :
無移動、無需求、無雇用的趨勢下
市場反而獨占市場的企業的關鍵策
略 / 遠藤功著 ; 李貞慧譯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財
經 ; 431) .-- ISBN 978-986-398-654-6
(平裝) NT$380
1.企業管理 2.人事管理 494
企業長青術 : 魔數 1 到 9 / 羅天一, 郭
錦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543-3-4 (平裝)
NT$500
1.企業經營 2.企業領導 494
管理學 : 政府、企業及非營利組織
之經營心法與實踐科學 / 王秉鈞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4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092-4 (平裝)
1.管理科學 494

(財經企管 ; BCB721) .-- ISBN 978986-525-036-2 (平裝)
1.創業 2.策略規劃 3.消費者研究
494.1

羅斯柴爾德 : 世界上最富有且最神
秘的家族 / 陳潤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3 .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富能量 ; 6) .-ISBN 978-986-392-369-5 ( 平 裝 )
NT$350
1.羅斯柴爾德家族(Rothschild, family)
2.家族企業 3.家族史 494

超創業計畫書 / 井口嘉則著 ; 飛高翔
畫 ; 林詠純譯 .-- 修訂 1 版 .-- 臺北市 :
易博士文化, 城邦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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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139-8 (平裝) NT$420
1.創業 2.創意 494.1

Airbnb 的誠信課 : 聰明企業要怎麼掀
起一場倫理革新 / 羅伯.切斯納
(Robert Chesnut)著 ; 蔡惠伃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2 .-- 336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28-5 (平裝)
NT$400
1.企業管理 2.組織文化 3.領導者
494.1

搞砸無畏 : 失敗中創造改變的 30 個
處方 = Dare to fall : 30 tips towards
success / 黃 國峯 , impact Hub Taipei
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早安財經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早安財經講堂 ; 94) .-- ISBN
978-986-99329-2-9 (平裝) NT$420
1.創業 2.企業經營 3.組織管理
494.1

女性創業養成記 : 跨越資金與人脈
的門檻,讓妳發揮自身優勢的 50 個妙
計 / 娜 塔 莉 . 茉 琳 納 . 尼 諾 (Nathalie
Molina Niño), 莎拉.葛雷思(Sara Grace)
作 ; 趙睿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
353) .-- ISBN 978-957-13-8594-5 (平裝)
NT$420
1.創業 2.職場成功法 3.女性 494.1

最棒的主管都會用「假設」帶動團
隊 / 阿比留真二著 ; 高珮琳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8-42-1 (平裝) NT$320
1.領導者 2.組織管理 3.職場成功法
494.2

小資 CEO 創業筆記 / 張譯蓁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619-4 (平裝)
1.創業 2.職場成功法 494.1
不當決策!行為經濟學大師教你避開
人 性 偏 誤 / 奧 利 維 . 席 波尼 (Olivier
Sibony)著 ; 周宜芳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財
經企管 ; BCB726) .-- ISBN 978-986525-045-4 (平裝)
1.決策管理 2.經濟學 3.行為心理學
4.危機管理 494.1
*商業構想變現 / 大衛.布蘭德(David J.
Bland), 亞歷山大. 奧斯瓦 爾德 (Alex
Osterwalder)著 ; 周怡伶譯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352 面; 24 公分 .--

領導公式 : 魅力≠十全十美,不完美
才能成就百分百的領導者?當主管跟
你想的不一樣! / 宋希玉, 黃立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27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52-71-8 ( 平 裝 )
NT$330
1.企業領導 2.領導者 3.職場成功法
494.2
領導者的意識進化 : 邁向複雜世界
的心智成長 / 珍妮弗.加維.貝爾格
(Jennifer Garvey Berger) 著 ; 陳 穎 堅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月管理顧問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00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508-5-1 ( 平 裝 )
NT$450
1.企業領導 2.領導者 494.2
人力資源管理 : 理論與實務導向 / 李
正綱, 陳基國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43-65 (平裝) NT$620
1.人力資源管理 494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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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倍力,人才的應用題 : 人才經濟中,
我們如何變得更好? / 麥可.索羅門
(Michael Solomon), 瑞 雄 . 布 隆 伯 格
(Rishon Blumberg)著 ; 黎仁隽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3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32-2 (平裝)
NT$380
1.人力資源管理 494.3
改變人生的五個方法 / 王晴天著 .-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1-897-1 (平裝) 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拆解心智圖的技術 : 讓思考與創意
快速輸出的 30 個練習 / 趙胤丞著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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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4-34-9 (平裝) 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2.創造性思考 3.學習
方法 494.35
倒數六十天職場生存日記 : 四十五
歲的我在工作低谷,找回人生選擇權
/ Vito(蔣宗信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
78) .-- ISBN 978-986-507-275-9 (平裝)
NT$350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494.35
副能量 : 第二把交椅生存術,成為副
手而不是附屬 / 蔡賢隆, 馮福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568-0 (平裝)
NT$360
1.職場成功法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
理 494.35
*職場升遷金字塔模型 : 面試者的實
用 工 具 書 = Workplace promotion
pyramid model / 賀 柏 瑜 (Benson Ho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優理實業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1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548-4-1 (平裝) NT$40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關於前途,我真的知道 : 21 個練習,升
職不踩雷 / 陳瑰鶯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252 面; 23 公分 .-- (財
經企管 ; BCB724) .-- ISBN 978-986525-042-3 (平裝) NT$480

1.職場成功法

494.35

邊緣人大老闆的零社交技巧 / 石倉
秀明著 ; 劉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43-8 (平
裝) NT$320
1.職場成功法 2.溝通技巧 494.35
權力 : 史丹佛大師的經典課 / 傑夫瑞.
菲佛(Jeffrey Pfeffer)著 ; 林錦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45-4 (平裝) 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2.權力 494.35
RSC 圖解編碼原則植入電腦記憶規
則 : 編碼有原則管理無缺口 = The
principles of coding are embedded in the
rules of computer memory / 洪嘉隆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洪嘉隆, 11001 .-66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561-4 (平裝)
1.物料管理 2.自動編碼系統 494.57
物料管理及 ERP 應用原理與實施 /
王江濤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
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28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57-680-503-5 (平裝) NT$380
1.物料管理 2.管理資訊系統 494.57
工業過程執行狀態智慧監控 : 資料
驅動方法 / 趙春暉, 王福利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217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957-592-725-7 (平裝)
NT$450
1.生產自動化 2.自動控制 3.統計分
析 494.59
全風險管理 = All-risk management / 姚
大鈞, 單信瑜, 蔡衍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社團法人臺灣防災產業協會,
11002 .-- 1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291-4-2 (平裝) NT$220
1.風險管理 494.6
矽谷簡報女王 : 用數據說出好故事 /
南西.杜爾特(Nancy Duarte)著 ; 顧淑
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3 .-24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30-8 (平裝) NT$400
1.簡報 494.6
財務共享服務 / 陳平主編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1 .-- 374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680-507-3 (平
裝) NT$490
1.財務管理 494.7
財務管理實務攻略 / 王偉弘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694-7 (平裝)
1.財務管理 494.7
管理會計學 : 理論與應用 =
Management accounting / 李宗黎, 林蕙
真著 .-- 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証業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710 面; 26 公
分 .-- (正業會審專業叢書 ; 第 41 號) .- ISBN 978-986-99077-5-0 ( 平 裝 )
NT$700
1.管理會計 494.74
資訊管理概論 / 陳瑞順著 .-- 修訂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4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548-8 (平裝)
1.管理資訊系統 2.資訊管理 494.8

社會科學類
總論
*多模型思維 : 天才的 32 個思考策略
/ 裴吉(Scott E. Page)著 ; 劉懷仁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448 面; 23
公分 .-- (科學天地 ; 177) .-- ISBN 978986-525-037-9 (平裝) NT$700
1.社會科學 2.數學模式 501.28
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人文暨
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專輯. 第十
五輯 / 吳美萩, 林雅婷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
學, 11001 .-- 43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4-39-4 (平裝)
1.社會科學 2.人文學 3.文集 507

統計
統計學 : 方法與應用 / 林惠玲, 陳正
倉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6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6018-93-0 (下冊:平裝)
1.統計學 5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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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零開始學習統計與機率 : 從基礎
至貝氏統計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
林筑茵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
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6 面;
27 公分 .-- (人人伽利略系列 ; 24) .-ISBN 978-986-461-237-6 ( 平 裝 )
NT$450
1.統計學 2.機率 510
愛上統計學 : 使用 R 語言 / Neil J.
Salkind, Leslie A. Shaw 著 ; 余峻瑜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453-0 ( 平 裝 )
NT$580
1.統計學 2.統計方法 3.電腦程式語
言 510

教育
教育概論 / 吳清山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429-5 (平裝) NT$600
1.教育 520
教育研究法 : 研究設計實務 / Jack R.
Fraenkel, Norman E. Wallen, Helen H.
Hyun 著 ; 楊孟麗, 謝水南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2 .-- 83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461-2 (平
裝) NT$800
1.教育研究法 520.31
大腦的鏡像學習法 / 菲歐娜. 默登
(Fiona Murden)著 ; 游綉雯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8961-6 (平裝) NT$450
1.學習心理學 2.腦部 521.1
用便利貼讀書法考上東大 / 清水章
弘著 ; 何蟬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書泉出版社, 11003 .-- 1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11-9 (平裝)
NT$350
1.學習方法 2.讀書法 521.1
重練腦力 : 德國冠軍腦科學家實證
的數位時代大腦學習法 / 漢寧.貝克
(Henning Beck)著 ; 賴雅靜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3 .-- 256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31-5 (平裝)
NT$380

1.學習方法 2.健腦法

521.1

高手學習 : 「精英日課」人氣作家,
教你學精、學廣,煉成別人拿不走的
超強自學力 / 萬維鋼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8960-9 (平裝) NT$380
1.學習方法 521.1
學校情緒教育 : 理念與實務 / 饒見維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37-0 (平裝)
NT$390
1.情緒教育 521.18
*數位人文視域中的漢字與書法 : 羅
凡晸教學應用論文集 / 羅凡晸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182 面; 23 公分 .-(語文教學叢書 ; 1100Z01) .-- ISBN
978-986-478-437-0 (平裝)
1.數位學習 2.漢語教學 3.書法教學
4.文集 521.53907
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: 藝
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 / 梁譯云,
鍾政岳, 董述帆, 黃心華, 方美玲, 王
秋燕, 王琪羿, 吳有情, 宋明芬, 李尉
慈, 汪倩如, 卓靖雪, 周盈君, 林怡君,
柳皓中, 范瀞文, 翁宗裕, 翁語萱, 康
毓庭, 張純綾, 曹銘倉, 莊浩志, 陳羽
鵑, 黃莉雯, 楊芬林, 劉純英, 蔡佩芬,
蔡秉峪, 蔡郁君, 鄭怡苹, 蕭家盈, 簡
俊成, 羅孟真編著 ; 吳舜文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,
11001 .-- 5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3-34-3 (平裝)
1.國民教育 2.藝術教育 3.課程綱要
521.7
英語沉浸式跨領域雙語教學課程架
構與教學活動設計 = Curriculum and
teaching activities for interdisciplinary
English 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 /
陳錦芬, 祝勤捷, 陳美卿, 謝靜宜, 余
彗鍹, 黃厚源, 宋麗娟, 洪麗文, 林慧
琦, 孔祥英, 楊媁莉, 陳佳萍, 黃郁雯,
謝承翰作 ; 陳錦芬主編 .-- 臺北市 : 國
立臺北教育大學, 11001 .-- 170 面; 28
公分 .-- (109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叢
書) .-- ISBN 978-986-99255-6-3 (平裝)
NT$300
1.國民教育 2.雙語教育 3.教學活動
設計 521.7

跟著 KK 體驗趣 : 以學生為本的活動
課程設計與實踐 / 李冠皇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102 面; 21 公分 .-- (語
文教學叢書 ; 1100019) .-- ISBN 978986-478-438-7 (平裝)
1.課程 2.課程規劃設計 521.7
教學藝術 : 素養、創新、多元、議
題 / 洪如玉, 吳瓊洳, 陳聖謨, 葉譯聯,
黃繼仁, 蔡明昌, 林仁傑著 ; 洪如玉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8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43-1 (平裝)
NT$250
1.師資培育 2.文集 522.07
一隻貓咪上太空,在哪裡? : 從遊戲中
培養孩子數數、識物、辨色、專注
等視知覺超能力 / 寶拉.波斯歐(Paul
Bossio)圖.文 ; 周怡伶翻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32 面; 30
公分 .-- (閱讀與探索) .-- ISBN 978986-5863-90-6 (精裝) NT$360
1.兒童遊戲 523.13
幼兒發展、學習評量與輔導 / 王珮
玲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88 面; 23 公
分 .-- (幼兒教育系列 ; 51213) .-- ISBN
978-986-191-949-2 (平裝) NT$500
1.兒童發展 2.學習評量 3.學習輔導
4.學習教育 523.2
幼兒園親職教育理論與實務 / 葉佳
文, 張衛族, 郭葉珍, 趙蕙鈴, 陳淑美,
黃品欣, 詹麗琴, 張毓幸, 郭芳辰合
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288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362-743-2 ( 平 裝 )
NT$300
1.學前教育 2.親職教育 3.親師關係
523.21
故事角落裡的故事 : 裴利老師來函
的三堂課 / 黃又青作 .-- 臺北市 : 阿
布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50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5-16 (精裝) NT$300
1.幼兒教育 2.學前教育理論 3.說故
事 523.21
Alphabet. I, A-M / 林瑪麗作 .-- 初版 .- 桃園市 : 智堡科技行銷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9-0-8 (精裝)
44

1.英語教學 2.字母 3.學前教育
523.23
Alphabet. II, N-Z / 林瑪麗作 .-- 初版 .- 桃園市 : 智堡科技行銷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9-1-5 (精裝)
1.英語教學 2.字母 3.學前教育
523.23
小蜜蜂動動腦. 1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
文 ; 陳雅玲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2 面; 3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769-6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3.23
小蜜蜂動動腦. 2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
文 ; 顏銘儀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2 面; 3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773-3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3.23
小蜜蜂藝起玩. 1 / 星星老師文 ; 大宇
人.小宇宙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
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
面; 21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771-9 (平裝)
1.藝術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3.23
小蜜蜂藝起玩. 2 / DR.77 文 ; 大宇人.
小雨宙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
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 面;
21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757 (平裝)
1.藝術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3.23
小瓢蟲玩數學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
文 ; 杜冠臻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2 面; 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43-729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
1.數學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3.23
小瓢蟲玩數學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
文 ; 杜冠臻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2 面; 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43-765-8 (第 2 冊:精裝)
1.數學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3.23

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/ 盧美貴,
黃月美, 黃秋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450-9 (平裝) NT$500
1.學前教育 2.活動課程 3.課程規劃
設計 523.23

1.學前教育 2.繪本

是誰畫的?(快樂學習本)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5 面; 25X23 公分 .-- (小繪
本大世界) .-- ISBN 978-986-530-000-5
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繪畫 523.23

學前觀察力訓練 500 題. 高手篇 / 王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80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7576-6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觀察學習 523.23

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: 佩佩愛動
物 = Peppa loves animals / 陳豫弘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72 面; 24X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1-429-1 (精裝)
1.英語教學 2.學前教育 523.23

學前觀察力訓練 500 題. 基礎篇 / 王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80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7573-5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觀察學習 523.23

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: 佩佩環遊
世界 = Peppa's journey / 陳豫弘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72 面; 24X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1-430-7 (精裝)
1.英語教學 2.學前教育 523.23

學前觀察力訓練 500 題. 進階篇 / 王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80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7574-2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觀察學習 523.23

這樣學好好玩!第一本親子互動數學
遊戲 : 在家就能玩,專為學齡前孩子
&忙碌家長設計!88 款從日常中學會
概念、愛上數學的生活遊戲 / 全嫕
菻著 ; 李潔茹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美藝學苑出版社, 11003 .-- 248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220-37-1 (平裝)
NT$499
1.數學教育 2.學前教育 523.23

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
(重點整理+模擬試題+歷年試題) / 謝
坤鐘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73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101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教師專業資格 523.26

嘟嘟的特別乘客(快樂學習本)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5 面; 25X23 公分 .- (小繪本大世界) .-- ISBN 978-957443-997-3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繪本 523.23
嘟嘟的特別乘客(創意學習本)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5 面; 25X23 公分 .- (小繪本大世界) .-- ISBN 978-957443-999-7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繪本 523.23
嘟嘟的特別乘客(遊戲學習本)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5 面; 25X23 公分 .- (小繪本大世界) .-- ISBN 978-957443-998-0 (平裝)

523.23

學前觀察力訓練 500 題. 挑戰篇 / 王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80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7575-9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觀察學習 523.23

幼兒園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 / 林秀
蓁, 曾榮祥, 吳貞宜, 張杏菱, 吳秀光,
薛慧平, 張冠萫, 李永裕, 韋明淑, 許
瑛真, 陳淑美, 黃旐濤, 王克昌, 郭芳
辰, 黃品欣, 楊素蓮, 魏宗明合著 .-- 六
版 .-- [臺中市]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2 .-- 4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742-5 (平裝) NT$475
1.幼稚園 2.托兒所 3.學校管理
523.27
告訴你關於蒙特梭利小學 50 件事 /
王宗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全國印
前資訊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6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280-7-8 (平
裝) NT$350
1.蒙特梭利教學法 2.小學教學
523.3
教師行動研究專書. 108 學年度 : 自
發.互動.共好-課程與教學的實踐 / 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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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菁主編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文山區
興德國民小學, 10912 .-- 17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4-33-2 (平裝)
1.小學教學 2.教學研究 3.文集
523.307
臺中市市立國民小學閱讀美力角成
果彙編. 109 年度 / 楊振昇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,
11002 .-- 8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8-61-4 (平裝)
1.閱讀指導 2.小學教學 523.31
部首的故事課. 2, 山川水戶外行 / 陳
姞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58-5 (平
裝) NT$320
1.中國文字 2.漢字 3.中小學教育
523.311
10 分鐘親子互動作文 : 陪孩子快樂
玩寫作 / 李儀, 鄭玲合著 .-- 新北市 :
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(兒童營 ; 2) .-- ISBN 978986-99161-9-6 (平裝) NT$329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小學教學
523.313
每天 5 分鐘,英文基礎單字好好玩 :
從日常生活學英文,一起玩故事遊戲
學單字 / 吳佳芬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
市] : 大心文創, 11003 .-- 252 面; 20X21
公分 .-- (英語館 ; E006) .-- ISBN 978986-99556-8-3 (平裝)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小學教育
523.318
國中小學生 GEPT 必考單字 1200 / 人
類智庫編輯部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人類智 庫數位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1 .-- 6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3-549-6 (精裝附光碟片)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小學教育
523.318
一 看 就 懂 的 數 學 圖鑑 = The visual
guide to mathematics / 清水美憲監修 ;
兒童俱樂部編 ; 陳朕疆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0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03-900-7 (精裝)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523.32
面積迷宮. Vol.5, 速度篇 / 村上綾一
著 ; 陳聖怡, 伍言莞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睿其書房出版 : 邦聯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愛生活 ; 108) .-- ISBN 978-9865520-38-0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數學遊戲 3.小學教學
523.32
用積木學科學知識. 1 : 跟著阿基米德
玩自然動力車 STEAM / 宋德震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教 育 之 友 文 化 ,
11002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(STEAM 教
育入門 ; 1) .-- ISBN 978-986-5783-88-4
(平裝) NT$850
1.科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523.36
在地科學宅急便 : 地方本位科普教
案集 / 王思青, 王獻樟, 拉罕羅辛, 林
長宏, 林碧惠, 林靜雯, 倪偵傑, 張弘
陵, 陳文正, 陳知麟, 陳霈語, 陳錦松,
黃俊仁, 顏冠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, 11001 .-- 1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55-7-0 (平
裝) NT$390
1.科學 2.教學方案 3.中小學教育 4.
文集 523.3607
悠遊在 STEAM 中的藝術教材 / 吳望
如作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藝術教育深
耕協會, 10912 .-- 128 面; 25 公分 .-(新北市藝術教育深耕協會叢書 ; 4) .- ISBN 978-986-95186-3-5 (平裝)
1.藝術教育 2.教材教學 3.小學教學
523.37
鼠來寶,剪紙趣 / 吳望如著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藝術教育深耕協會, 10912 .-1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新北市藝術教育
深耕協會叢書 ; 5) .-- ISBN 978-98695186-4-2 (平裝)
1.美育教學 2.紙工藝術 3.中小學教
育 523.37
編程實驗室 = Coding made easy / 目川
文化編輯小組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212-9-9 (第 1
冊 : 平 裝 ) NT$450 .-- ISBN 978-98606102-0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450 .-ISBN 978-986-06102-1-5 (第 3 冊:平裝)
NT$450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初等
教育 523.38
我是幸福魔法師. 下冊, 小學生最佳
社交情緒進階課程 / 楊俐容, 李依親,
黃宜珊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耕心文
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30 面; 30
公分 .-- (EQ 魔法學校 ; 第 4 集) .--

ISBN 978-986-96832-3-4 (平裝附數位
影音光碟) NT$650
1.情緒教育 2.小學課程 523.49
素養導向 : 國小類教師檢定數學能
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/ 舒淮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07-1 (平裝)
1.小學教師 2.教師專業資格 3.能力
測驗 523.5
給力 : 我想教會孩子的事 / 林晉如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08 面; 23 公
分 .-- (學習書) .-- ISBN 978-957-085696-5 (平裝)
1.班級經營 2.小學教學 3.師生關係
4.親師關係 523.7
璀璨 30.蛻變飛揚 : 臺中市潭子區潭
陽國民小學 30 週年校慶特刊 = The
30th anniversary of Tan Yang
Elementary School Tanzi Dist., Taichung
City / 王嘉玲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
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, 11001 .-- 2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577 (平裝)
1.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
523.833/117
60 蛻變篤加 : 走過一甲子邁向新世
紀 / 黃國峯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南市 :
臺南市七股區篤加國民小學, 11001 .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30-91-7 (精裝) NT$600
1.臺南市七股區篤加國民小學
523.833/127
愛嘉義 教育同行 / 嘉義市大同國小,
嘉義市文雅國小, 嘉義市世賢國小,
嘉義市北園國小, 嘉義市民族國小,
嘉義市志航國小, 嘉義市育人國小,
嘉義市林森國小, 嘉義市垂楊國小,
嘉義市宣信國小, 嘉義市崇文國小,
嘉義市博愛國小, 嘉義市港坪國小,
嘉義市僑平國小, 嘉義市嘉北國小,
嘉義市精忠國小, 嘉義市興安國小,
嘉義市興嘉國小, 嘉義市蘭潭國小,
嘉義市大業國中, 嘉義市北園國中,
嘉義市北興國中, 嘉義市民生國中,
嘉義市玉山國中, 嘉義市南興國中,
嘉義市嘉義國中, 嘉義市蘭潭國中,
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撰
寫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政府教
育處, 11002 .-- 2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4-68-8 (平裝)
46

1.學校 2.課程規劃設計 3.中小學教
育 4.嘉義市 523.933/126
趣味心理 / 艾振剛, 宋春蕾, 賈鳳芹,
陳海芹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少
年出版 :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
11001 .-- 冊 .-- (中學生趣味閱讀系列 ;
13-14) .-- ISBN 978-986-499-118-1 (上
冊 : 平 裝 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499-119-8 (下冊:平裝) NT$240
1.中等教育 2.心理學 524.3
趣味美學 / 徐德清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龍少年出版 : 龍圖騰文化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1 .-- 冊 .-- (中學生趣
味閱讀系列 ; 11-12) .-- ISBN 978-986499-116-7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480 .-ISBN 978-986-499-117-4 (下冊:平裝)
NT$480
1.中等教育 2.美學 524.3
趣味哲學 / 成雲雷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龍少年出版 : 龍圖騰文化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1 .-- 冊 .-- (中學生趣
味閱讀系列 ; 9-10) .-- ISBN 978-986499-114-3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320 .-ISBN 978-986-499-115-0 (下冊:平裝)
NT$250
1.中等教育 2.哲學 524.3
趣味邏輯 / 徐德清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龍少年出版 : 龍圖騰文化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1 .-- 冊 .-- (中學生趣
味閱讀系列 ; 7-8) .-- ISBN 978-986499-112-9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420 .-ISBN 978-986-499-113-6 (下冊:平裝)
NT$500
1.中等教育 2.邏輯 524.3
高中現代詩寫作教學研究 / 張玉明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(語文教學叢書 ; 1100020) .-ISBN 978-986-478-443-1 (平裝)
1.新詩 2.寫作法 3.中等教育 524.31
高級中等學校補強課程模組教學資
源手冊. 國文科 / 陳美芳, 張素靜, 賴
士鈞, 柯貞伊, 許碧惠, 余素梅, 林淑
芬, 莊幸諺, 陳唎㖿, 杜至善, 顏嘉儀,
張沛雯 ,邱湘茵, 張儷禛, 李依蓉, 黃
學文, 葉淑芬, 劉佳宜, 張秀玫, 魯和
鳳作 ; 陳美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, 11001 .-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69-0 (平裝) NT$250

1.國文科 2.課程規劃設計 3.補救教
學 4.中等教育 524.31
精選歷屆試題國文 30 天完全衝刺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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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649-1 (平裝)
1.國文科 2.中等教育 524.31
大作文章 : 全國特優寫手實作會考
作文 / 林明進, 柯方渝, 徐高鳳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
書 ; 第 674 種)(樂在學習 ; 14) .-- ISBN
978-957-9314-92-3 (平裝) NT$300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寫作法 4.中等
教育 524.313
國中生的第一本寫作素養書 : 從好
好寫字到好好寫作的 28 堂課 / 梅子
老師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前進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382-5-9 ( 平 裝 )
NT$349
1.漢語教學 2.寫作法 3.中等教育
524.313
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76 面; 27 公
分 .-- (人人伽利略系列 ; 25) .-- ISBN
978-986-461-239-0 (平裝) NT$450
1.數學教育 2.數論 3.中等教育
524.32
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562-4 (平裝)
1.資訊教育 2.人工智慧 3.中等教育
524.375

高級中等學校補強課程模組教學資
源手冊. 數學科 / 曹博盛, 林俊男, 賴
怡芝, 劉志璿, 干惠藍, 徐申立, 柯麗
妃, 史美奐, 汪雅芬, 馬雅筠, 陳亮君,
羅瑞昌, 劉裕泉, 方璦蔆, 林佩如, 吳
美玲, 胡聖威, 謝豐合, 陳郁井, 孫永
昌, 蔡淑慧, 魏克宇, 王嘉瑩作 ; 曹博
盛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
民及學前教育署, 11001 .-- 191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-70-6 (平裝)
NT$250
1.中等教育 2.補救教學 3.數學科
524.32

玩轉 AIoT 智慧物聯網 : 智慧居家動
手做 / AI4kids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1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564-8 (平裝)
1.資訊教育 2.物聯網 3.人工智慧 4.
中等教育 524.375

精選歷屆試題數學 30 天完全衝刺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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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3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648-4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2

綸的閱讀寫作教室 : 從混合題組到
國寫 / 黃健綸, 呂旻勳, 黃莉吟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52-5 (平裝)
1.漢語教學 2.寫作法 3.中等教育
524.313

數學圖鑑 : 擺脫挫折、提升數感,用
圖像記憶取代死背公式 / 永野裕之
作 ; 衛宮紘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
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(數學館 ; 37) .-- ISBN 978-9865408-49-7 (平裝) NT$350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2

三角函數 : 三角函數的基礎入門書 /
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賴貞秀翻譯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
年伽利略 ; 2) .-- ISBN 978-986-461238-3 (平裝) NT$250
1.數學教育 2.三角函數 3.中等教育
524.32

歷史掌心雷 / 三民歷史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4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4-7148-8 (平裝)
1.歷史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4

丘成桐中學數學獎. 2020 第十二屆 =
Shing-Tung
Yau
High
School
Mathematics Award / 崔茂培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
系, 11002 .-- 106 面; 25 公分 .-- (臺大
數學推廣系列 ; 9) .-- ISBN 978-9865452-42-1 (平裝) NT$250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3.文集
524.32
全面了解虛數 : 平方後為負的神奇
數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衛宮紘翻
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

公民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/ 三
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45-7 (平裝)
1.公民教育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
524.35
精選歷屆試題社會 30 天完全衝刺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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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647-7 (平裝)
1.社會科教學 2.中等教育 524.35
初探機器學習 : 從認識 AI 到 Kaggle
競賽 / AI4kids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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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究巨量資料 : 洞察大數據的奧秘 /
AI4kids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4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63-1 (平
裝)
1.資訊教育 2.大數據 3.人工智慧 4.
中等教育 524.375
決勝英單!高中必背單字 2500 : 高中
三年單字、文法一次雙效搞定 / 里
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英語大全 ; 8) .-- ISBN 978-986246-602-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20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等教育
524.38
*迎戰 108 新課綱 : 高中英文核心字
彙. Level 3 / 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(常春
藤升大學系列 ; A93) .-- ISBN 978986-99775-2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30
1.英語教學 2.讀本 3.中等教育
524.38
*迎戰 108 新課綱 : 高中英文核心字
彙. Level 4 / 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(常春
藤升大學系列 ; A94) .-- ISBN 978986-99775-3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30
1.英語教學 2.讀本 3.中等教育
524.38
英文小說解讀攻略. 生命篇 / 陳思安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 ( 閱 讀 成 癮 ) .-- ISBN 978-957-147144-0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3.中等教育 524.38

高級中等學校補強課程模組教學資
源手冊. 英文科 / 葉錫南, 張武昌, 陳
秋如, 李壹明, 蔡宛臻, 吳憶妃, 周紅
英, 林雅琪作 ; 葉錫南, 張武昌主編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教育署, 11001 .-- 115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1-71-3 ( 平 裝 )
NT$160
1.中等教育 2.補救教學 3.英語
524.38
結緣半世紀 : 彰化中學 59 年級畢業
50 周年紀念冊 / 李適彰總編輯 .-- 臺
北市 : 彰化中學 59 年級畢業 50 周年
紀念冊編輯委員會, 11001 .-- 35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02-7 (精
裝) NT$1980
1.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524.833/121
海洋臺灣 / 徐暄景編著 .-- 苗栗縣造
橋鄉 : 徐暄景, 11001 .-- 19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489-1 (平裝)
1.通識教育 2.臺灣史 3.高等教育
525.33
高 餐 通 識 教 育 學 刊 . 2020 = 2020
NKUHT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/
張忠明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
餐旅大學, 11001 .-- 103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592-8-5 (平裝)
1.通識教育 2.期刊 525.3305
國道 6 號的美麗與哀愁 = The beauty
and sorrow of National Freeway No.6 /
陳永進, 洪英聖, 許育甄, 張暐婕, 陳
鈺霈, 邱敬婷, 畢可潔作 ; 黃淑貞主
編 .-- 臺中市 :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
心, 10912 .-- 13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222-7-8 (平裝)
1.通識教育 2.人文地理 3.高等教育
4.文集 525.3307
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暨環境設
計研究所系所專刊特輯. 2021 = Kun
Shan University Dept. of Spatial Design
2021 Department Special Issue / 張郁靂
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崑山科技大學空
間設計系暨環境設計研究所, 11002 .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40-0-8 (平裝) NT$500
1.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暨環境
設計研究所 525.833/129
議題教育超有感 : 用繪本打造孩子
的核心素養 / 陳欣希編著 ; Rabbit44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03-896-3 (平裝)
1.國民教育 2.核心課程 3.課程規劃
設計 526.8
抓狂父母拯救計劃 : 財富女神王宥
忻教養學 / 王宥忻著 .-- 新北市 : 遠
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(遠景叢書) .-- ISBN 978957-39-1125-8 (平裝) NT$350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3.子女教育
528.2
創業精神,從 10 歲教起 : 創業老爸的
7 堂課,教出能專注、會思考、有創
意的孩子 / 船山哲作 ; 林美琪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認真職場 ; 11) .-- ISBN 978-98699539-2-4 (平裝) NT$32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528.2
壞孩子其實很乖 : 不打不罵的七堂
教養課,找回你與孩子的親密關係 /
洪春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8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16-573-4 (平裝) NT$330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3.子女教育
528.2
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 : 親職教育的
規劃與實施 / 蔡春美, 翁麗芳, 洪福財,
涂妙如, 陳麗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420 面; 23 公分 .-- (幼兒教育系列 ;
512) .-- ISBN 978-986-191-942-3 (平裝)
NT$480
1.親職教育 2.家庭與學校 3.學校與
社區 528.21
公民掌心雷 /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4-7146-4 (平裝)
1.公民教育 528.3
小蜜蜂點點名. 1 / TATA 文 ; 吳芬娘
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 面; 19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70-2 (平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小蜜蜂點點名. 2 / TATA 文 ; 游佳惠
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 面; 21X19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74-0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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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小瓢蟲我最棒 / Rose.許麗萍文 ; 游佳
惠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3 .-- 25 面 ;
22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306 (第 1 冊:平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小瓢蟲我最棒 / Rose 文 ; 王秋香圖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 面; 22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66-5 (第 2 冊:
平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小瓢蟲玩創意 / 星星文 ; 陳怡今圖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731-3 (第 1 冊:平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小瓢蟲玩創意 / 星星老師文 ; 陳怡今
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 面; 28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67-2 (第 2
冊:平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生活嬉遊記 /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 面; 26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27-6 (平裝) NT$12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528.33
用愛心說實話 / 派翠西亞.麥基撒克
文 ; 吉絲莉.波特圖 ; 宋珮譯 .-- 二版 .- 新竹縣竹北市 : 和英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99513-4-0 (精裝)
NT$390
1.生活教育 2.兒童教育 3.誠實
528.33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5 : 自己穿衣
服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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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99763-4-3 (平裝附
光碟片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528.33

怎麼說對不起 / 大衛.拉羅謝(David
LaRochelle) 文 ; 麥 克 . 沃 那 卡 (Mike
Wohnoutka)圖 ; 上誼編輯部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32 面; 27X23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762-700-1
(精裝) NT$30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搶飯吃的外星人 / 張冬梅文 ; 梅羽
圖 .-- 新北市 : 悅讀名品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6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好
習慣養成繪本 ; 9) .-- ISBN 978-98699125-2-5 (精裝) NT$249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媽媽為什麼愛生氣? / 信實著 ; 童夢
館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
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8842-99-1 (精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醜小鴨與無形的拳頭 / 張志銘作 ; 米
腸駿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36 面; 21 公
分 .-- (翻轉童話 e 起來 ; 3) .-- ISBN
978-986-5581-02-2 (平裝) NT$280
1.資訊素養 2.網路素養 3.網路霸凌
4.中小學教育 528.45
*走一條教育與創業並行的路 : 從教
學到創業,翻轉未來;從王宇到王董,
衝刺人生 / 王崇旭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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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5-0-1 (平裝)
NT$320
1.補習教育 2.補習班 3.教育事業 4.
創業 528.46
我把好朋友惹哭了 : 不讓好奇心侵
犯隱私權 / 呂淑敏作 ; Loca 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8842-98-4 (精裝)
1.德育 2.品格 3.通俗作品 528.5
久違了,我的小宇宙 : 連結、傾聽、
對話 / 問閑蟹子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趙素娟, 11003 .-- 82 面; 15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41-6 (平裝)
NT$380

1.生命教育 2.繪本

528.59

生命教育概論 / 呂雄, 李岳牧, 蔡德欽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3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692-3 (平
裝) NT$380
1.生命教育 528.59
跨文化能力導向課程之「教」與
「學」 : 以「日本文化」課程為例 /
羅素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5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47-9 (平
裝) NT$400
1.技職教育 2.通識課程 3.跨文化研
究 528.833
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/ 張義和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源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- 技
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.-ISBN 978-986-98310-6-2 ( 平 裝 )
NT$550
1.積體電路 2.設計 3.技職教育
528.8452
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. 下冊 / 趙立民,
高毓瑛, 馬宗能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12
面; 26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食品群 .-- ISBN 978-986-5531-32-4 (平
裝)
1.食品科學 2.食品加工 3.食品分析
4.技職教育 528.8459
羽球王子. 5, 突破重圍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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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(超越極限) .-- ISBN
978-986-301-987-9 (平裝) NT$280
1.體育 2.漫畫 528.9
無形資產 : 團隊默契的科學原理與
作用 / 瓊.萊恩(Joan Ryan)著 ; 駱香潔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13-9-4 (平
裝) NT$430
1.運動心理 2.團隊精神 528.9014
y 拖神速奇跡 RUN 世界 : 原來拖鞋
這麼好跑!管它什麼馬?突破自己跟
上來! / 呂淑珍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龍峰開發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2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0-00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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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龍峰開發有限公司 2.賽跑 3.鞋 4.
產品設計 528.946
一起去跑步! / 魏振展, 劉德智, 李祈
德, 陳智光, 周適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捷徑文化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醫療保
健 ; 31) .-- ISBN 978-986-5507-57-2 (平
裝)
1.賽跑 2.運動訓練 528.946
向著光跑 : 生命無畏,致跑出人生豐
盈的跑者們!!初跑者、陪跑者與盲
跑者從零開始到環台馬拉松的跑步
書 = Running & being : a running book
for a visually impaired escort / 陳雨德
(Daniel), 楊鍾鼎(Andy)合著 .-- [臺北
市] : 樂木文化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24
面; 23 公分 .-- (人研 people ; 11) .-ISBN 978-986-99845-1-5 ( 平 裝 )
NT$400
1.馬拉松賽跑 2.運動訓練 3.視障者
528.9468
台灣武術考 / 陳昱融作 .-- 新北市 : 陳
昱融, 11003 .-- 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490-7 (第 4 冊:平裝)
1.武術 2.臺灣 528.97
*無敵拳法國術精華 / 安強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出
版 ;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1 .-- 170 面; 21 公分 .-(昌明文叢 ; A9900007) .-- ISBN 978986-496-579-3 (平裝) NT$240
1.拳術 2.中國 528.97
功夫上手 : 傳統內功太極拳拳學筆
記 / 陳耀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47 面;
21 公分 .-- (武學釋典 ; 47) .-- ISBN
978-986-346-325-2 (平裝) NT$420
1.太極拳 528.972
陳氏太極拳 : 一路老架、二路砲捶 /
黃國泰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陳氏
太極黃國泰研究社, 11003 .-- 1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18-1-6 (平
裝)
1.太極拳 528.972
2019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跆拳道競賽
實務技術報告 : 以對打女子團體賽
為例 / 秦玉芳著 .-- 新北市 : 易利圖
書有限公司, 11001 .-- 77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6790-9-1 (平裝)
1.跆拳道 2.運動訓練 528.977

金門縣運動會成果專輯. 第 22 屆 =
2020 Kinmen / 羅德水總編輯 .-- 金門
縣金城鎮 : 金門縣立體育場, 10912 .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8-00-2 (精裝) NT$1200
1.運動會 2.福建省金門縣
528.98333

ISBN 978-986-5503-96-3 ( 精 裝 )
NT$320
1.唐氏症 2.特殊兒童教育 3.通俗作
品 529.62

一秒搞懂融合情境之班級經營策略 /
吳同源, 李沅芳, 李政儒, 紀佩琦, 張
毓洪, 黃文絹, 黃柳腕, 楊家彰, 楊雅
琪, 鄭至傑作 ; 蔡淑妃主編 .-- 臺南市 :
國立臺南大學, 11001 .-- 200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248-6-6 (平裝)
1.融合教育 2.班級經營 529.5

卑南學資料彙編. 第四輯 : 換個姿勢
再來一次 : 解構你的卑南族,建構我
的卑南族 / 王勁之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耶魯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0912 .-- 317 面; 21 公分 .-- (思想生活
屋 ; TA009)(卑南族族群研究與部落
調查彙編) .-- ISBN 978-986-98050-7-0
(精裝) NT$400
1.卑南族 2.民族研究 3.文集
536.3365

特殊教育概論 : 現況與趨勢 / 孟瑛如,
陳志平, 陳虹君, 周文聿, 謝協君, 胡
瑀, 李翠玲, 黃國晏, 江源泉, 簡吟文,
田仲閔, 黃姿慎, 陳國龍, 黃澤洋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(特殊教育系列 ; 61033) .-- ISBN 978986-191-945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600
1.特殊教育 529.5
新竹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材 /
黃麗君, 簡慧琪總編輯 .-- 新竹市 : 新
竹市政府, 109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421-69-4 (全套:平裝)
1.特殊教育 2.身心障礙教育 3.教材
529.54
臺北市特殊教育班優良教材教具評
選得獎作品專輯. 108 學年度 / 戴遐
齡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教
育局, 1100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(特殊
教 育 叢 書 ; 141) .-- ISBN 978-9865464-41-7 (平裝)
1.特殊教育 2.教材教學 529.54
任務導向學習的設計與實踐 / 黃楷
茹, 游健弘, 簡偉娟, 蔡忻怡作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,
11001 .-- 186 面; 21 公分 .-- (特殊教育
叢書 ; 140) .-- ISBN 978-986-5464-34-9
(平裝)
1.資優教育 2.課程規劃設計 3.初等
教育 529.61
小愛的祕密 : 媽媽代替唐氏症的小
愛寫給大家的信 / 竹山美奈子資料
整理.文 ; 江頭路子圖 ; 林劭貞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(精選圖畫書) .--

禮俗；民族學

南島起源 : 世界南島語言復振國際
論 壇 實 錄 = The Origins of the
Austronesians : Papers from 2019
International Austronesian Language
Revitalization Forum / 李壬癸(Paul Jenkuei Li)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原住
民族委員會, 11001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3544-8 (精裝) NT$700
1.南島民族 2.文集 536.3907
團圓中秋節 / 呦呦童作.繪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 11003 .- 14 面; 27X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5528-62-1 (精裝) NT$500
1.中秋節 2.通俗作品 538.597
圖解台灣喪禮小百科 / 李秀娥著 .-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圖解台
灣 ; 8) .-- ISBN 978-986-5582-03-6 (平
裝) NT$450
1.喪禮 2.臺灣 538.6833
料理三國 = Three kingdoms cuisine / 本
庄敬作 ; 黃昱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冊 .-- ISBN 978-957-32-8970-8 (第 2
卷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32-8988-3
(第 3 卷:平裝)
1.飲食風俗 2.三國史 3.漫畫
538.782
台菜本味 : 一勺入魂,菜尾湯與經典
宴客菜 / 黃婉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寫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96-59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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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飲食風俗 2.食譜 3.臺灣

538.7833

布農傳說故事 : 巒社群 郡社群(1930
年-1935 年) = Bunun Tu Paliqabasan :
Takbanuaz Isbukun (1930-1935) / 全正
文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南投縣政
府原住民族行政局, 10912 .-- 25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2-65-3 (平
裝)
539.5339
十二生肖傳奇. 下. 一 / 稍定著 .-- 臺
北市 : 上揚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47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036-9-2 (平裝) NT$540
1.生肖 2.民間故事 539.5941

社會學
圖解制霸社會學 / 陳思緯編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5-24-8 (平裝) NT$600
1.社會學 540
韓國人不想讓你知道的事 : 揭開 65
個韓國特有的「潛規則」,韓國社會
文化觀察報告 / 吳昌益(오창익)著 ;
楊筑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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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9-65-1 (平裝) NT$380
1.社會 2.文化 3.民族性 4.韓國
540.932
圖像台灣社會 : 一個社會學者的觀
察 / 林信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
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1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58-1-4 (平
裝) NT$360
1.臺灣社會 540.933
公民行動的起點 / 陳夏民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282 面; 21 公分 .-(生活館 ; 4) .-- ISBN 978-986-449-2169 (平裝) NT$250
1.公民社會 2.文集 541.07
文化價值的衡量 / Jeanette D. Snowball
著 ; 李康化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456-1 (平裝) NT$450
1.文化經濟學 2.文化資產 3.文化價
值 541.2016

臺港相對論 / 容飛, 鄭湯尼, 老溫, 剛
田武, 華希恩, 列當度, 許思庭合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14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17-5 (平裝) NT$450
1.文化 2.比較研究 3.臺灣 4.香港特
別行政區 541.28
文創 20+,我們依然在路上! : 6 條從英
國到台灣的探索路徑 x6 套實驗與實
踐心法 x6 道真實的成長風景 = Stay
on the road : six paths on the cultural
creative industries / 仲曉玲, 郭紀舟, 蔡
宜真, 蘇于修, 林慧美, 劉華欣合著 .-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木果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(View_ 觀 點 ; 2) .-- ISBN 978-98699576-1-8 (平裝) NT$480
1.文化產業 2.創意 3.創業 541.29
*廣西少數民族文化創意基地 : 整體
規劃設計構想 / 吳燦中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心想事成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98 面; 26 公分 .- (文化創意產業終極藍海策略方案 ;
第 一 部 ) .-- ISBN 978-986-90025-9-2
(平裝) NT$900
1.文化產業 2.商業管理 3.環境規劃
4.廣西省 541.292
文化內容策進院年度報告. 2019-2020
= TAICCA annual report. 2019-2020 / 丁
曉菁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化
內容策進院, 11002 .-- 104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294-6 (平裝)
1.文化內容策進院 541.2933
被操弄的真實 : 演算法中隱藏的政
治與權力 / 泰娜.布策(Taina Bucher)
著 ; 葉妍伶, 羅亞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
文) .-- ISBN 978-957-05-3304-0 (平裝)
NT$450
1.科技社會學 2.資訊社會 3.資料探
勘 541.4
後疫情時代的十堂課 / 法理德.札卡
瑞亞(Fareed Zakaria)著 ; 盧靜, 廖崇佑,
廖珮杏, 劉維人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社會
人文 ; BGB502) .-- ISBN 978-986-525041-6 (平裝) NT$400
1.未來社會 2.國際關係 3.病毒感染
4.二十一世紀 541.49

領導力藍圖 : 別怕砍掉重練!從內在
找尋改建原料,量身打造領導模型 /
道格拉斯.康南特(Douglas Conant), 艾
美.費德曼(Amy Federman)著 ; 溫力秦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16 面; 21 公
分 .-- (方向 ; 71) .-- ISBN 978-986-248944-4 (平裝) NT$380
1.領導理論 541.776
人類洗腦計畫 : 解密高利伯與 CIA 的
MK-Ultra 計畫暗黑行動 / 史蒂芬.金
瑟(Stephen Kinzer)著 ; 朱怡康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13-8-7 (平裝)
NT$520
1.高利伯(Gottlieb, Sidney, 1918-1999)
2.洗腦 3.思想史 4.美國 541.825
自媒自創手札 Myself / 鍾婷 Anngus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匠心文化創意
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5-6-9 (平裝)
NT$699
1.媒體 2.行銷策略 541.83
工 作 大 透 視 / 席 樂 薇 . 珊 莎 (Silvie
Sanža)文 ; 米蘭.斯塔雷(Milan Starý)
圖 ; 區國強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044-7 (精裝) NT$450
1.職業介紹 2.通俗作品 542.76
不平凡的職業 : 揭開 12 個工作的祕
密 / 艾菈.胡蒂芊寇(Alla Gutnichenko)
作 ; 尤 莉 亞 . 寇 羅 莫 耶 茲 (Julia
Kolomoets)繪 ; 李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4-534-2 (精裝)
1.職業介紹 2.通俗作品 542.76
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
祕笈 / 珍妮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8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217-0 (平裝)
1.就業 2.勞動法規 3.考試指南
542.77
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: 理論、政策與
實務 / 王珮玲, 沈慶鴻, 韋愛梅作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43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11-9 (平裝) NT$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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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家庭暴力 2.犯罪防制

544.18

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 :
新附作者訪談及田野地現況 =
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
villages : translation and revisits / 巴博
德 Burton Pasternak 原著 ; 吳珮瑾, 林
彥岑, 許可欣, 劉容貴, 賴郁如翻譯 ;
黃宣衛主編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
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
110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34-22-9 (平裝) NT$500
1.宗族 2.田野研究 3.臺灣 544.2933
一出手脫單又脫魯 : 從撩妹、見面
到正式交往,必備六大武器 x 五大管
道 / 瑪那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
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Happy learning ; 192) .-ISBN 978-986-136-572-5 (平裝)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3.男性 544.37
明明在愛裡卻無法安心 / 羅伊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0-56-5 (平裝) NT$320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544.37
你的愛情不必太仙氣 : 最接地氣愛
情心理學 / 神岡真司編著 ; 黃美玉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69-9 (平裝)
NT$320
1.戀愛心理學 2.兩性關係
544.37014
大人的童話 : 她 / 詹筱帆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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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3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655-9 (精裝) NT$420
1.女性 2.繪本 544.5
未來時代 創新婦女 : 衛生福利部社
會及家庭署委託辦理「培力地方政
府推動婦女服務創新方案」婦女需
求 趨 勢 研 究 報 告 書 . 109 年 度 =
Innovation women in the new future .-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,
11001 .-- 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39-96-5 (平裝)
1.女性 2.女性福利 3.生涯規劃 4.趨
勢研究 544.5
毒藥貓理論 : 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
源 / 王明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

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422 面; 21 公分 .-- (允晨叢刊 ; 168) .- ISBN 978-986-99553-8-6 ( 平 裝 )
NT$420
1.女性 2.性別歧視 3.社會問題
544.52
給年輕的你!美國老爹分享的愛情語
錄 / Jonathan Brody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紅通通文化出版社出版 : 暖暖書
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1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822-7-2 (平裝) NT$320
1.兩性關係 2.人際關係 3.格言
544.7
親密關係 / 克里斯多福.孟
(Christopher Moon)著 ; 鍾佩君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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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樂知 ;
9) .-- ISBN 978-986-99621-6-2 (平裝)
NT$320
1.兩性關係 544.7
深夜保健室 / 鄭家純, 深夜保健室節
目製作專家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
23 公分 .-- (圓神文叢 ; 295) .-- ISBN
978-986-133-752-4 (平裝)
1.性教育 2.性知識 544.72
我的紅樓不是夢 / 吳錦珠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1-899-5 (平裝) NT$460
1.同性戀 2.訪談 3.傳記 544.75
西裝與香花 : 1950-1960 年代「穿褲
的 」 查 某 人 的 身 影 = Suits and
corsages : Taiwanese women in pants
during 1950s to 1960s / 黃孟雯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黃孟雯, 11002 .-- 185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4983 (精裝)
1.同性戀 2.歷史 3.臺灣 544.753
你怎麼看待老年,它就怎麼回應你 :
預防失智,快樂的老後實踐 / 劉秀枝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2 公
分 .-- (Restart ; 19) .-- ISBN 978-986406-219-5 (平裝) NT$330
1.老年 2.生活指導 3.健康照護
544.8
老有所安 = A selection from the mindlife & environment lectures : aging in the

peace of mind / 楊蓓, 黃信勳主編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
法鼓文理學院, 11003 .-- 203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環保講座選輯 ; 4) .-- ISBN
978-986-93935-7-7 (精裝)
1.高齡化社會 2.佛教 3.文集
544.8107

微笑竹縣好生活 : 新竹縣社區總體
營造紀錄. 2020 / 李安妤總編輯 .-- 新
竹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,
11001 .-- 132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1-68-7 (平裝) NT$20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新竹縣
545.0933/111

老人福利服務 : 理論與實務 本土的
觀點 / 陳燕禎著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001 .-- 58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18-473 (平裝)
1.老人福利 2.社會工作 544.85

台中樂居金獎. 2020 = Taichung nice
living place award /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
展工程處, 帝豪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主
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
工程處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458-62-1 (全套:平裝)
1.社區總體營造 2.台中市
545.0933/115

「金門縣瓊林再造歷史現場文化創
意產業輔導發展計畫」案. 第三期 :
成果報告書 / 陳澤松計畫主持 .-- 初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
11002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8-04-0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5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文化產業 3.創意
4.福建省金門縣 545.09231/205
社區林業技術手冊 : 日本里山案例
選介 / 中村伸之, 河合嗣生, 大森淳平,
坂本大祐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內埔
鄉 :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社區
林業研究室, 社區林業中心, 11001 .-286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486-8-8 (精裝) NT$30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永續發展 3.日本
545.0931
大學與縣政治理 : 橋接、行動與研
究 / 林怡婷, 林嘉慧, 邱東貴, 孫同文,
張玉龍, 張英陣, 張秦瑞, 莊俐昕, 陳
文學, 陳宥蓉, 陳秋政, 曾永平, 曾喜
鵬, 游守中, 黃裕智, 蔡惠雅, 賴弘基
作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國立暨南國際
大學, 11001 .-- 306 面; 21 公分 .-- (水
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叢書 ; 3) .- ISBN 978-986-98411-8-4 (平裝)
1.社區發展 2.社區研究 3.文集 4.南
投縣 545.0933
繼承家業 : 新的眼光新的家鄉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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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144 面; 23 公
分 .-- (地味手帖 ; 4) .-- ISBN 978-98698980-4-1 (平裝) NT$380
1.社區發展 2.產業發展 3.創意 4.文
集 545.09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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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培
力 成 果 . 108 年 度 = Taichung City
community's place making project 2019
annual report / 黃文彬編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,
10912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8-54-6 (平裝) NT$50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臺中市
545.0933/115
社區創生.青年返鄉 : 雲林縣社區規
劃師輔導型計畫成果手冊. 109 年度
= Yunlin community planner. 2020 / 林
沂品計畫主持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
市 : 雲林縣政府出版 : 雲林縣政府城
鄉發展處發行, 11001 .-- 13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5-94-4 (平裝)
NT$38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雲林縣
545.0933/123
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成就與挑戰 /
李家儂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38-7 (平
裝) NT$350
1.都市計畫 2.都市建築 3.環境規劃
545.14
南投縣農村再生成果輯. 105-108 年
度 / 陳瑞慶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
南投縣政府, 11001 .-- 16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2-66-0 (平裝)
NT$360
1.農村 2.再生 3.南投縣 545.5
智慧商務與行銷塑造南投中寮石虎
與農業優化創生社會實踐模式. 紮根
篇(學術專書) / 李冠穎, 邱桂堅, 林有
志, 洪振義, 陳博舜, 黃勇富, 張耀仁,

顏建賢, 楊浩偉, 賴盈孝, 鍾任傑作 ;
陳博舜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朝陽
科技大學, 109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631-55-0 (平裝)
1.農村 2.環境保護 3.產業發展
545.5
所謂的知識分子 : 那些爆紅的時代
人物,與他們內心的惡魔 / 保羅.約翰
遜(Paul Johnson)著 ; 周詩婷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,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40 面;
22 公分 .-- (思 ; 25) .-- ISBN 978-98699115-8-0 (平裝) NT$890
1.知識分子 2.生活史研究 546.1135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
福利補助作業手冊. 110 年度 / 衛生
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著 .-- 第 1
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
庭署, 11001 .-- 1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39-94-1 (平裝) NT$50
1.社會福利 2.社會行政 3.手冊
547.13
社會企業投資之評估架構設計 = An
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social
enterprise investment / 劉素娟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
流通管理系, 11001 .-- 75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631-56-7 ( 平 裝 )
NT$120
1.社會企業 2.投資 547.9
犯罪手法系列. 6, 刑案偵訊室 / 約翰.
道格拉斯(John E. Douglas), 馬克.歐爾
薛克(Mark Olshaker)著 ; 吳妍儀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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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889-1 (平裝)
NT$399
1.犯罪心理學 2.刑事偵察 3.通俗作
品 548.52
痴漢心理學 / 齊藤章佳作 ; 許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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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2 .-- 280 面 ; 21 公 分 .-(Sasugas ; KJ2003) .-- ISBN 978-986289-545-0 (平裝) NT$400
1.犯罪心理學 2.性犯罪 548.52
少年犯罪 : 理論與實務 / 蔡德輝, 楊
士隆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72 面;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40-0 (平
裝) NT$500
1.少年犯罪 548.581
申冤者 : 證據不會說話,你得推理。
鑑識專家謝松善的犯罪現場實錄 /
謝松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(issue ; 27) .-- ISBN 978-98699469-5-7 (平裝) NT$360
1.刑事偵察 2.鑑識 3.個案研究
548.61
1021 普 悠 瑪 翻 覆事 故 偵辦 實 錄 =
Record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
Puyuma derailment case / 余麗貞主編 .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
署, 1100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43-55-9 (平裝) NT$500
1.刑事偵察 2.交通事故 3.鐵路 4.臺
灣 548.6933
中國社會保險制度變遷與展望 / 丁
少群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經
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492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57-680-499-1 (平裝) NT$640
1.社會保險 2.中國大陸研究 548.92
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小辭典 / 陳思
緯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04 面; 17 公
分 .-- (隨身讀系列) .-- ISBN 978-9865525-23-1 (平裝) NT$200
1.社會政策 2.社會福利 3.詞典
549.1041
無政府主義的日常實踐 : 抵抗世界、
建立自主秩序的方法 / 詹姆斯.斯科
特(James C. Scott)著 ; 王審言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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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886-0 (平裝)
NT$300
1.無政府主義 549.9

經濟
負能量經濟學 : 拋開又窮又忙的日
常, 提高幸福投資報酬率 / 梁夢萍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52-68-8 (平裝)
NT$360
1.經濟學 5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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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學的終極基礎 : 經濟學方法論 /
路德維希.馮.米塞斯作 ; 謝宗林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434-9 ( 平 裝 )
NT$380
1.經濟學 2.實證主義 550
如何活用行為經濟學 : 解讀人性,運
用推力,引導人們做出更好的行為,設
計出更有效的政策 / 大竹文雄著 ; 陳
正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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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2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(經濟趨
勢 ; 70) .-- ISBN 978-986-06116-0-1 (平
裝) NT$360
1.經濟學 2.行為心理學 3.決策管理
550.14
克魯曼戰殭屍經濟 : 洞悉殭屍經濟
的本質,揪出政經失能的本源 / 保羅.
克魯曼(Paul Krugman)著 ; 吳國卿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80 面; 21 公
分 .-- (Next ; 286) .-- ISBN 978-957-138602-7 (平裝) NT$520
1.政治經濟學 2.通俗作品 3.美國
550.1657
後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與經濟思維 /
邱淮景文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12-3 (平裝)
NT$320
1.資本主義 2.社會秩序 3.市場經濟
550.187
全球經濟展望. 2021 年 : 疫後超前布
署 展現經濟韌性 / 彭素玲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
社, 11001 .-- 25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95-50-4 (平裝) NT$500
1.國際經濟 2.文集 552.107
中國經濟史 / 侯家駒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08-56972 (全套:精裝) NT$1800
1.經濟史 2.中國 552.29
亞洲未來式 : 全面崛起、無限商機,
翻轉世界的爆發新勢力 / 帕拉格.科
納(Parag Khanna)著 ; 吳國卿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

(全球視野 ; 93) .-- ISBN 978-957-085695-8 (平裝)
1.經濟發展 2.經濟預測 3.亞洲
552.3
產經趨勢總覽. 2021 / 梁寶華總編
輯 .-- 臺北市 : 工商財經數位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6844-21-8 ( 平 裝 )
NT$149
1.臺灣經濟 2.經濟發展 3.產業分析
552.33
「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擴充與強化
委託專業服務案」成果報告書. 109
年 /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
員會, 10912 .-- 19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7-02-9 (平裝) NT$300
1.公共工程 2.資料庫管理系統
553.12029
競爭法之經濟分析 / 胡祖舜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2 .-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481-7 (平裝) NT$800
1.經濟法規 2.公平交易法 3.企業競
爭 4.論述分析 553.4
土地法規 / 許文昌主編 .-- 13 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13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488-6 (平裝) NT$600
1.土地法規 554.133
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(條文釋
義+試題演練) / 陳旭鳳編著 .-- 第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219-4 (平裝)
1.土地法規 2.土地稅 554.133
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
合建置作業工作手冊 / 王成機總編
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內 政 部 ,
10912 .-- 10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0-87-8 (平裝) NT$200
1.地籍圖 2.測量 3.手冊 554.281026
土地登記體系 / 許文昌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486-2 (平裝) NT$450
1.土地登記 554.283
工業安全工程過關寶典(含機電防護
防火防爆) / 劉永宏, 詹韋洺, 曹徫傑
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0912 .-- 296 面;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05-7 (平
裝)
1.工業安全 555.56

11002 .-- 1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55-8 (平裝) NT$100
1.港埠管理 2.管理資訊系統 557

職安一點通 :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
定完勝攻略. 2021 版 / 蕭中剛, 劉鈞
傑, 賴秋琴, 鄭榮德, 徐英洲, 江軍著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7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30-8 (平裝)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555.56

臺灣沿岸地區金屬材料腐蝕環境調
查研究. 109 年 / 羅建明, 莊凱迪, 黃
宇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
輸研究所, 11002 .-- 19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1-259-6 ( 平 裝 )
NT$200
1.港埠管理 2.管理資訊系統 557

「109 年度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
室」委託專業服務案成果報告書 /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會, 10912 .-- 420 面; 30 公分 .-- (研究
報告 ; 1090358) .-- ISBN 978-986-546700-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00
1.產業 2.全球化 3.臺灣 555.933

臺灣附近海域及港區船舶排放量對
空氣品質影響預測系統 / 蔡德明, 吳
義林, 賴信志, 楊榮元, 賴力瑋, 邱慧
真, 李俊穎, 蔣敏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56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800 (平裝) NT$500
1.港埠管理 2.管理資訊系統 557

部 分工 時勞工 就業 實況調查 報告 .
109 年 / 勞動部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勞動部, 11001 .-- 23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02-2 (平裝)
NT$250
1.勞工調查 2.工時 3.勞動力統計
556.12028

新興智慧交通科技產業發展研究計
畫. (2/2) / 張奇, 張家維, 李亦晴, 黃仕
宗, 陳世祥, 陳維隆, 郭建良, 黃哲勳
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交 通 部 ,
11001 .-- 6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18-3 (平裝) NT$600
1.交通管理 2.運輸系統 557.15

個別勞動法 / 黃程貫, 姚妤嬙, 陳建文,
李柏毅, 劉素吟, 林炫秋, 林志蓁, 彭
敬元, 張義德, 林佳和, 張詠善, 林良
榮, 洪瑩容, 陳瑞元, 邱羽凡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491-6 (平裝) NT$750
1.勞動法規 2.勞動基準法 556.84

識時、時變、與時俱進 : 遷所 40 周
年紀念專刊 / 馮靜滿總編輯 .-- 臺中
市 :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,
10912 .-- 10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16-9 (平裝)
1.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
557.32

公路土壤邊坡與擋土支撐監測系統
精進及預警系統測試 / 曾文傑, 賴瑞
應, 黃安斌, 張文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 340
面; ３０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52-7 (平裝) NT$300
1.公路管理 2.運輸系統 557
花蓮海岸公路浪襲預警及防災應用
技術之研究 : 浪襲預警系統建置.
(1/2) / 陳冠宇, 蔡立宏, 李俊穎, 陳鈞
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
研究所, 11002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1-281-7 ( 平 裝 )
NT$300
1.公路管理 2.災害應變計畫 557
港灣構造物維護策略研析與管理資
訊系統應用推廣 / 黃宇謙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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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運學 / 林光, 張志清作 .-- 第十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林光, 張志清發行 : 航
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002 .- 62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542-3 (平裝) NT$700
1.航運 557.4
船舶監控預警系統之應用 : 交通量
及事故熱點分析. (1/2) / 蘇青和, 許義
宏, 黃茂信, 鄭信鴻, 陳子健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10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28-2 (平裝) NT$100
1.航運管理 2.運輸系統 3.運輸安全
4.船舶 557.4
整合風浪模式建立船舶航行監控預
警系統 / 張憲國, 陳蔚瑋, 蔡瑞舫, 蘇
青和, 黃茂信, 羅冠顯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2 .--

30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27-5 (平裝)
1.航運管理 2.運輸安全 3.風險管理
557.4

公司, 110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財
經企管 ; 722) .-- ISBN 978-986-525034-8 (平裝) NT$380
1.金錢心理學 2.理財 561.014

離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 : 風
對臺中港鄰近海域船舶航行安全影
響評估. (4/4) / 陳昭銘, 談珮華, 陳慧
珊, 李維德, 蘇青和, 劉明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002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45-9 (平裝)
1.航運管理 2.運輸安全 3.風險管理
557.4

金融科技知識焦點速成+模擬試題演
練 / 程凱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 35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201-9 (平裝)
1.金融自動化 2.數位科技 3.金融管
理 561.029

造自己的船, 環我們的島 / 陳明忠
作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釀 出 版 ,
11002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(釀生活 ;
3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441-9 (平裝) NT$350
1.航海 2.帆船 3.船舶工程 557.481
*抗戰時期中國國際航空及水陸路郵
路 (1937-1945) = International airmail
and surface mail postal routes in China
within Anti-Japanese War(1937-1945) /
謝明書編著 .-- 臺北市 : 環球華郵研
究會, 11002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2320-4-3 (精
裝) NT$2000
1.郵政史 2.郵政業務 3.臺灣
557.6933
機場總監告訴你 50 個飛機知識 : 關
於機場基建、飛行、商務、法規、
營運的祕密 / 安德森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120 面; 23 公分 .-- (知的! ; 183) .-ISBN 978-986-5582-06-7 ( 平 裝 )
NT$320
1.飛機場 2.機場規劃 3.經營管理
557.9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
中國財政稅收制度變遷 / 劉蓉主編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經錢線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63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680500-4 (平裝) NT$830
1.財政史 2.中國 560.92
*致富心態 : 關於財富、貪婪與幸福
的 20 堂理財課 / 摩根.豪瑟(Morgan
Housel)著 ; 周玉文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
無卡無現金時代 : 網路支付業務規
劃設計及實作 / 曹兵強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1-79-2 (平裝) NT$780
1.電子商務 2.金融自動化 561.029
*中華幣制史料兩種 / 張家驤, 徐滄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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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614348-9 (全套:平裝) NT$1400
1.貨幣史 2.貨幣制度 3.中國
561.092
大貶值 : 即將到來的全球貨幣動盪
與投資風險指南 / 亞當.巴拉塔(Adam
Baratta)著 ; 鄭婉伶, 鄭依如, 王婉茜,
陳羿彣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寫出
版社, 110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689-55-7 (平裝) NT$280
1.國際貨幣市場 2.國際經濟 3.貨幣
政策 561.74
*只要 5 步驟,小資族也能提早實現財
務自由 : 運用「ASSET」方程式致富
的練習課 / 張 Ceci 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92
面; 21 公分 .-- (Orange money ; 11) .-ISBN 978-986-99846-1-4 ( 平 裝 )
NT$32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563
出謀畫策 : 財產規劃與保險(台灣多
媒體版) / 羅友三作 .-- 臺北市 : 羅友
三資產規劃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240 面 ; 22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120-0-4 (精裝) NT$500
1.理財 2.保險 563
全方位退休理財與保險規劃 / 王儷
玲, 黃泓智, 楊曉文, 彭金隆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
訓院, 11003 .-- 58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9-206-6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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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理財 2.生涯規劃 3.退休 4.考試指
南 563
情緒投資 : 做自己的投資心理教
練,20 個小資族破解心魔、理性投資
的健康理財法 / 王奕璿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富翁系
列 ; 24) .-- ISBN 978-957-663-795-7 (平
裝) NT$38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心理學 563
餐巾紙財務課 / 蒂娜.海伊(Tina Hay)
著 ; 陳儀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星
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04 面; 20X20 公分 .-- (財經
商管 Biz ; 13) .-- ISBN 978-986-988429-7 (平裝) NT$46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563
讓可愛的錢自動滾進來 : 27 歲財務
自由的理財 7 步驟 / 瑞秋.李察斯
(Rachel Richards)作 ; 戴至中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Big ; 353) .-- ISBN 978-957-138571-6 (平裝) NT$360
1.個人理財 563
信託業務專業測驗考前猜題及歷屆
試題 / 龍田編著 .-- 第二十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04-0 (平裝)
1.信託 2.信託法規 563.3
(圖解)最高勝率的手機當沖法 : 一支
手機在手,只要 5 分鐘操作,從散戶到
勝率 85％,股市就是你的提款機 / 劉
家誠(Jasper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54) .- ISBN 978-986-507-278-0 ( 平 裝 )
NT$36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如何從股債賺一億? : 每年只要 60 分
鐘檢視,就能輕鬆獲利的懶人投資法!
/ 傑森.凱利(Jason Kelly)著 ; 周詩婷
譯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Money ;
30) .-- ISBN 978-986-5564-15-5 (平裝)
NT$30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
股票王 / 麥克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62-6-9 (平
裝) NT$379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股勢 : 用趨勢線看準多空 / 董鍾祥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昶景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6279-1-8 (平裝)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進入股市必讀! : 操盤天王寫給新手
的買股速成勝經 / 方天龍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創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068-50-5 (平裝) NT$36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當代財經大師的選股邏輯課 : 5 招頂
尖投資機構不外傳的關鍵選股技術 /
約書亞.培爾(Joshua Pearl), 約書亞.羅
森巴姆(Joshua Rosenbaum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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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36-8-8 (平裝) NT$38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新金融怪傑 : 頂尖操盤手的致勝之
鑰(30 周年紀念版) / 傑克.史瓦格(Jack
D. Schwager)著 ; 羅耀宗, 俞濟群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冊 .-- (寰宇智慧投資 ;
452-453) .-- ISBN 978-986-99330-6-3
(上冊: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-98699330-7-0 (下冊:平裝) NT$35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美國
563.53
趨勢投資高手的 88 堂台股必修課 :
從觀念到分析,從選股術到心理戰,帶
你買進利多大未來 / 胡毓棠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8966-1 ( 平 裝 )
NT$38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Python : 股票演算法交易實務 146 個
關鍵技巧詳解 / 酆士昌, 劉承彥著 .-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1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567-0 (平裝)
1.期貨交易 2.投資分析 3.Python(電
腦程式語言) 563.534029

110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18-8-3 (平裝) NT$299
1.租稅 2.節稅 567.01

一毛錢也不浪費的保險投資法則 /
吳家揚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
訊出版社, 1100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518-6-9 ( 平 裝 )
NT$360
1.保險 2.保險規劃 3.理財 563.7

房地合一及都市更新課稅精解 / 林
松樹, 陳嘉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479-4 (平
裝) NT$500
1.房地產稅 2.都市更新 3.稅法 4.論
述分析 567.023

保險業系統性風險 : 根源、傳染與
監管 / 朱衡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 25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57-680-504-2 (平裝) NT$340
1.保險業 2.風險管理 563.7

稅法與實務 / 王如編著 .-- 十五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有限公司,
11002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(記帳士考
照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06071-4-7
(上冊:平裝)
1.稅法 567.023

誰說行銷一定要推銷 / 李春英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誌成文化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企管銷
售 ; 46) .-- ISBN 978-986-99302-2-2 (平
裝) NT$280
1.保險行銷 563.7

*稅務相關法規概要題庫解析 / 廖瓊
正編著 .-- 高雄市 : 廖瓊正, 11001 .-4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528-7 (平裝) NT$550
1.稅法 2.稅務代理人 567.023

政府支出與中國經濟波動 : 基於非
李嘉圖框架的分析 / 毛劍峰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26 面; 23 公分 .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680-505-9
(平裝) NT$300
1.財政政策 2.總體經濟學 3.中國
564.12
主計法規輯要. 中華民國 110 年版 /
主計月報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主計協進社, 11002 .-- 1120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95-14 (精裝) NT$350
1.主計法規 564.2
政府採購法 10 日速成 / 王俊英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6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12-5 (平裝)
1.政府採購 2.公共財務法規
564.72023

*關稅文牘輯要 / 陳海超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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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4347-2 (平裝) NT$350
1.關稅 2.史料 3.中國 568.72

政治
圖解政治學 / 王保鍵著 .-- 八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452-3 (平裝) NT$350
1.政治學 570
獨立建國的滋味 / 施正鋒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,
11002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485-4-4 (平裝) NT$520
1.國家 2.民族獨立運動 571.1

中國審計制度變遷 / 李越冬, 李賀, 何
苦, 李江濤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57-680-501-1 (平裝) NT$650
1.審計史 2.中國 564.992

印度洋上的中國與印度 : 來自印度
的 觀 點 / 庫 拉 納 (Gurpreet Singh
Khurana)著 ; 曾祥裕, 劉嘉偉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19) .-- ISBN 978-986-5541-56-9
(平裝) NT$600
1.地緣政治 2.中印關係 571.15

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(2021 年
最新法規修訂版) / 鄭惠方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財 經 傳 訊 出 版 社 ,

論自由 / 約翰.密爾(John Mill)原著 ;
陳書凱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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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(世界名家名譯 ; 6) .-- ISBN
978-986-99646-7-8 (平裝)
1.自由 571.94
主題式行政學(含概要)混合式超強
題庫 / 賴小節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08-8 (平裝)
1.行政學 572
統整式國籍與戶籍法規 / 紀相編著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15-6 (平裝)
1.國籍法 2.戶政 3.法規 572.21
宋代吏治法研究 / 姜吉仲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1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哲大
系 ; 313) .-- ISBN 978-986-339-085-5
(平裝) NT$430
1.官制 2.人事制度 3.宋代 573.415
軍公教退休金制度之憲法爭議研析 /
李玉君, 孫迺翊, 劉靜怡, 張桐銳, 李
惠宗, 林昱梅, 林炫秋, 柯格鐘, 陳信
安合著 ; 林昱梅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國立中興大學出版中心, 11002 .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(興大法學叢書 ;
6) .-- ISBN 978-986-06057-1-6 (平裝)
NT$520
1.公務人員 2.年金 3.文集 573.438
斯里蘭卡內戰結束之後的中斯關係 /
王騰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3 公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18) .-- ISBN 978986-5541-55-2 (平裝) NT$300
1.中國外交 2.經貿關係 3.斯里蘭卡
574.18376
彰化縣議會成立 70 週年紀念特刊 /
林裕修總編輯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議
會, 11002 .-- 4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3-97-1 (精裝)
1.彰化縣議會 2.地方自治
575.33/121
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案罷
免實錄 /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編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,
11001 .-- 44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04-3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700
1.直轄市 2.選舉 3.罷免權 4.高雄市
575.333

精進校務發展研究計畫發表會論文
集. 109 年 / 馬心韻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行政警察
科, 11001 .-- 2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0-88-5 (平裝) NT$300
1.警政 2.警察教育 3.文集 575.807
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(含概要)一本
通 / 張大帥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 7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209-5 (平裝)
1.消防法規 575.81
警察情境實務執法案例硏析 / 許福
生, 蔡庭榕, 劉嘉發, 鄭善印, 許義寶,
張維容, 傅美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5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460-8 (平裝) NT$550
1.警察勤務制度 2.情境教育 575.86
災 害 防 救 白 皮 書 . 民 國 109 年 =
Disaster management white paper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, 11001 .-- 2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036 (平裝) NT$500
1.災難救助 2.災害應變計畫 3.白皮
書 575.87
自動滅火系統(含 NFPA &工程實務)
/ 黃鴻勛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72-9 (平
裝) NT$500
1.消防設施 2.消防安全 575.875
帝國之間、民國之外 : 英屬香港與
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「中國」
想像(1914–1941) / 郭慧英著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
出版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2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458-9-5 (平裝) NT$590
1.華僑史 2.經濟史 3.民族主義 4.香
港 5.新加坡 577.2
移民政策與法規 / 張瀚騰編著 .-- 第
十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6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18-7 (平裝)
1.移民 2.公共政策 3.移民法 577.61
意外的和平 : 雷根、戈巴契夫與美
蘇精英,如何攜手結束半世紀的冷戰
對峙? / 羅伯.塞維斯(Robert Service)
作 ; 梁文傑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
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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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632 面; 23 公
分 .-- (八旗國際 ; 12) .-- ISBN 978-9865524-40-1 (平裝) NT$750
1.國際關係 2.冷戰 3.美國 4.俄國
578.18
保釣五十年的悲願 / 謝正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亞太創新文教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88344-3-9 ( 平 裝 )
NT$300
1.保釣運動 2.釣魚臺問題 3.文集
578.19307
國際法那些事 / 于亮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477-0 (平裝) NT$350
1.國際法 579
國際法概論 / 許慶雄, 李明峻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58-0-7 (平裝) NT$620
1.國際法 579
中華民國(臺灣)身心障礙者權利公
約第二次國家報告條約專要文件 /
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
編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行 政 院 ,
11001 .-- 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06-7 (平裝)
1.國際人權公約 2.身心障礙者
579.27
歲月不靜好 : 人權衛士說中國 / 向莉
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
意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5-1-4 (平裝)
NT$300
1.人權運動 2.中國 579.27
憲法人權與實用法律 / 楊富強, 蘇世
岳, 陳龍騰著 .-- 二版 .-- 高雄市 : 高
雄復文圖書出版社, 11002 .-- 337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6-237-9 (平
裝) NT$400
1.人權 2.法律 3.論述分析 579.27

法律
法學概論 / 楊東連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
市 : 全威圖書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11-02 (平裝)
1.法學 580

法學緒論大全(包括法律常識) / 成宜
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6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06-4 (平
裝)
1.法學 580
李夢舟律師涉臺法律實務文摘 / 李
夢舟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中國夢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635-2-3 (平裝)
NT$480
1.兩岸關係 2.大陸事務法規 581.26
月旦小六法 / 陳聰富主編 .-- 三十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95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480-0 (平裝) NT$500
1.六法全書 2.中華民國法律 582.18
法律與生活 = Law & life / 施盈志著 .- 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 永然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0 面; 21 公
分 .-- (法律好好學系列 ; 7) .-- ISBN
978-957-485-491-2 (平裝) NT$380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.18
最新詳明六法全書 / 施茂林, 陳維鈞
主編 .-- 修訂 6 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52
面; 21 公分 .-- (大偉法律叢書系列) .- ISBN 978-986-429-623-1 (精裝)
1.六法全書 2.中華民國法律 582.18
民法 /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.-- 24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584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461-5 ( 平 裝 )
NT$220
1.民法 584
民法教程概要 : 案例導引與解析 / 蔡
輝龍編著 .-- 1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1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897-0 (平裝)
NT$500
1.民法 2.判例解釋例 584
離婚法專題論文集 : 有責性與損害
賠償 / 呂麗惠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023-1 (平裝) NT$300
1.婚姻法 2.離婚 3.損害賠償 4.文集
584.41507
刑法分則. 上, 財產法益篇 / 許澤天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3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22-4 (平裝)
NT$550
1.刑法分則 585.2
台灣冤案實錄 : 泣冤 / 江元慶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0912 .-- 45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64-236-6 ( 平 裝 )
NT$450
1.刑事案件 2.刑事審判 3.個案研究
585.8

11001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1656-6-3 (平裝) NT$400
1.法醫學 2.統計學 3.個案研究
586.66
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 / 陳昭華, 王敏
銓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58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487-9 ( 平 裝 )
NT$650
1.商標法 587.3

美國模範刑法典研究 / 江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482-4 (平裝) NT$500
1.刑法 2.美國 585.952

保險法 / 葉啟洲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6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489-3 (平
裝) NT$680
1.保險法規 587.5

民事訴訟法 / 林家祺, 劉俊麟著 .-- 11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02 .-7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208-9 (平裝) NT$580
1.民事訴訟法 586.1

信託法制案例研習 / 李智仁, 張大為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478-7 (平裝) NT$580
1.信託法規 2.判例解釋例 587.83

民事訴訟法 / 呂太郞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9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485-5 (平裝) NT$900
1.民事訴訟法 586.1

國考行政法 / 周志鴻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020-0 (平裝) NT$450
1.行政法 588

刑事訴訟法 / 蘇銘翔, 李美寬著 .-- 6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03 .-5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209-6 (平裝) NT$55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
攝影著作之合理使用 : 臺灣實務研
究 / 郭玉健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
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252 面; 21 公分 .-- (社會科學類 ;
PF0291)(Viewpoint ; 59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326-884-0 ( 平 裝 )
NT$360
1.著作權法 2.個案研究 3.攝影
588.34

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/ 林鈺雄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林鈺雄出版 : 新學
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002 .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509-6 (平裝) NT$50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爭端解決新趨勢 / 協合國際法律事
務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41-7 (平
裝) NT$300
1.商務仲裁 2.個案研究 586.48
調解攻略 : 調一帖紛爭解方 / 陳俊達
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安平區公
所, 11002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30-93-1 (平裝)
1.調解 586.48
審判數學 : 在法庭中數字如何被運
用 及 濫 用 / Leila Schneps, Coralie
Colmez 著 ; 孫斌, 柯昀青譯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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扭曲的正義 / 吳忻穎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702-3 (平裝)
1.檢察制度 2.社會正義 3.檢察官
589.5

軍事
毓老師講<<孫子>> / 愛新覺羅毓鋆
講述 ; 蔡宏恩, 許晉溢筆錄 ; 許晉溢
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奉元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 臺北市 : 三民
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11001 .-冊 .-- (奉元講義 ; 7) .-- ISBN 978-98698899-6-4 (全套:平裝) NT$750
1.孫子兵法 2.注釋 3.謀略 592.092

圖解孫子兵法 / 唐譯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文瀾圖
鑑 ; 56) .-- ISBN 978-986-392-365-7 (平
裝) NT$450
1.孫子兵法 2.研究考訂 3.謀略
592.092
*欽定中樞政考 / (清)蘇泰等撰 ; (清)
明亮等修訂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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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614-349-6 (全套:平裝) NT$5000
1.官制 2.軍事行政 3.清代 592.217
*印太多邊戰略關係 : 台灣戰略選擇
/ 翁明賢主編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淡
江大學出版中心, 11002 .-- 230 面; 23
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 978957-8736-75-7 (平裝) NT$460
1.國家戰略 2.國際關係 3.文集 4.臺
灣 592.407
印太夥伴關係 : 實現經濟與海洋合
作的利益 / 普拉迪普.喬罕, 普拉比爾.
德, 古爾普利特.庫拉納等著 ; 張春燕,
王淑君, 蔣筱然, 曾祥裕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17) .-- ISBN 978-986-5541-57-6
(平裝) NT$480
1.海權 2.戰略 3.區域經濟 4.印度洋 5.
太平洋 592.42
强权政治 : 论美国飞弹防御对太空
军 备 管 制 的 挑 战 (1996-2012) = The
politics of great power : on the challenges
of U.S. missile defense to arms control in
outer space (1996-2012) / 林宗达着 .-新北市 :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,
11002 .-- 620 面; 26 公分 .-- (国际安全
研究丛书) .-- 正體題名:強權政治：
論美國飛彈防禦對太空軍備管制的
挑 戰 (1996-2012) .-- ISBN 978-98699708-3-9 (平裝) NT$820
1.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2.太空戰略 3.
國防軍備 599.645
強權政治 : 論美國飛彈防禦對太空
軍 備 管 制 的 挑 戰 (1996-2012) = The
politics of great power : on the challenges
of U.S. missile defense to arms control in
outer space (1996-2012) / 林宗達著 .-第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晶典文化事業出
版社, 11002 .-- 620 面; 26 公分 .-- (國
際安全研究叢書) .-- ISBN 978-98699708-2-2 (平裝) NT$820

1.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2.太空戰略 3.
國防軍備 599.645
四年期國防總檢討. 中華民國 110 年
/ 中華民國 110 年<<四年期國防總檢
討>>編纂委員會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國防部, 11003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46-70-3 ( 平 裝 )
NT$180
1.國防 2.中華民國 599.8

史地/傳記類
史地總論
知識生產與傳播 : 近代中國史學的
轉型 / 劉龍心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540
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聚焦) .-- ISBN
978-957-14-7150-1 (平裝)
1.史學史 2.近代史 3.中國 601.9208

中國史
不一樣的中國史. 10, 從士人到商幫,
商業驅動的時代-元、明 / 楊照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8984-5 ( 平 裝 )
NT$380
1.中國史 610
不一樣的中國史. 9 : 從朋黨到鐵騎,
征服王朝的時代-宋、遼、金 / 楊照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83-8 (平裝)
NT$380
1.中國史 610
古代中國 : 中華文明的起源 / 馬伯樂
(Henri MASPERO)著 ; 蕭菁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15) .-- ISBN 978-986-5541-53-8
(平裝) NT$750
1.中國史 2.文明史 610
二十世紀中國史學與史學家 / 吳銳
著 .-- 臺北市 : 唐山出版社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07-194-5 (全套:
平裝) NT$900
1.中國史 2.史學 3.文集 610.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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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空 : <<史記>>的本紀、表與書 / 陳
正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y 系列 ; 63) .-ISBN 978-957-13-8634-8 ( 平 裝 )
NT$450
1.史記 2.研究考訂 610.11
古代冷知識 / 古人很潮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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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
文 ; 17) .-- ISBN 978-986-344-883-9 (平
裝) NT$350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秦皇漢武輪迴破迷錄 / 劉未央作 .-臺北市 : 微塵國際文創有限公司,
11001 .-- 108 面; 23 公分 .-- (揭開封塵
系列 ; 5) .-- ISBN 978-986-06092-2-6
(平裝) NT$180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數字中國史 / 白瑾萱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汲古閣 ;
7) .-- ISBN 978-986-392-368-8 (平裝)
NT$300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十六國時期華北地區霸權興衰及其
綜合國力比較研究 / 宋啓成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代歷史文化
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6-7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308-0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309-7 (下冊:精裝)
1.五胡十六國 2.中國史 618
西周金文土田問題考論 / 唐洪志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代歷史文
化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1-2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304-2 (下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303-5 (上冊:精裝)
1.土地制度 2.金文 3.西周史 618
束胸的歷史與禁革 / 李德生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15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17-2 (精裝)
1.風俗 2.中國文化 3.女性運動 4.中
國史 618
宋遼外交研究續論 / 蔣武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10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
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12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14-1 (精裝)
1.外交 2.宋遼金元史 618
東晉南朝荊州政治地理研究 : 兼論
雍州、湘州、郢州 / 程剛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代歷史文化
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8-9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310-3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311-0 (下冊:精裝)
1.政治地理學 2.疆域 3.東晉史 4.南
朝史 618
唐代妓女研究 / 陳雅玲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12 面; 26 公分 .-- (古代歷史
文化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11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313-4 (精裝)
1.娼妓 2.唐代 618
清代越南燕行使節的北京書寫研究 /
李宜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(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
13-1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15-8
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165 (下冊:精裝)
1.外交史 2.清代 3.中國 4.越南 618
隋唐海上力量與東亞周邊關係 / 張
曉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34 面; 26
公分 .-- (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
五編 ; 第 10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12-7 (精裝)
1.海軍 2.隋唐史 618
漢代邊防體系研究 / 江娜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3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05-9 (精裝)
1.邊防 2.漢代 618
魏晉南北朝「廟學」制度及其思想
史意義 / 吳秉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冊 .-- (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五
編 ; 第 4-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06-6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307-3 (下冊:精裝)
1.儒家 2.儒學 3.魏晉南北朝哲學
618

中國斷代史

尚書集釋 / 屈萬里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(屈萬里先
生全集 ; 2) .-- ISBN 978-957-08-5699-6
(精裝) NT$600
1.書經 2.注釋 621.112
今塵集 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
文化流播 / 刑義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864 面; 21 公分 .-- (刑義田院
士作品集) .-- ISBN 978-957-08-5705-4
(精裝)
1.秦漢史 2.簡牘學 3.文化史 621.9
秦始皇全史 / 鶴間和幸作 ; 林芷柔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3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13-6 (平裝)
NT$380
1.秦始皇 2.傳記 621.91
唐代宮廷防衛制度研究 : 附論後宮
制度與政治 / 羅彤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11-202-6 (平裝) NT$550
1.宮廷制度 2.唐代 624.1
這個唐朝很有戲. 卷五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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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0053 (全套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004-6 (下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06-003-9 (上冊:平裝)
1.唐史 2.通俗史話 624.1
*這個唐朝很有戲. 卷四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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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61-9864 (上冊:平裝) NT$340 .-- ISBN 978986-361-987-1 (下冊:平裝) NT$340 .-ISBN 978-986-361-988-8 (全套:平裝)
1.唐史 2.通俗史話 624.1
皇權、近習與權臣 : 南宋的外戚與
政治 / 黃純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史學研究叢書. 歷
史文化叢刊 ; 602017) .-- ISBN 978986-478-439-4 (平裝) NT$400
1.外戚 2.南宋史 625.2
這一夜,雍正奪嫡 / 丁燕石作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440 面; 21 公分 .-60

ISBN 978-957-32-8975-3 ( 平 裝 )
NT$400
1.清世宗 2.傳記 627.3
「文明戲」的文化政治 : 戲劇現代
性與 20 世紀初社會文化 / 林存秀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4 面; 26 公
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二編 ;
第 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00-4 (精
裝)
1.戲劇史 2.文化史 3.女性主義 4.中
國 628.08
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傳統觀 :
以李大釗、陳獨秀、瞿秋白爲例 /
周后燕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36 面;
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
二編 ; 第 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299-1 (精裝)
1.馬克斯主義 2.唯物史觀 3.中國
628.08
民國時期書法理論轉型研究 / 李群
輝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 面; 26 公
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二編 ;
第 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01-1 (精
裝)
1.書法 2.中國 628.08
清末民初江蘇地方政制轉型研究
(1905-1927) / 祝小楠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
與文化研究. 十二編 ; 第 1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298-4 (精裝)
1.地方政治 2.民國史 3.江蘇省
628.08

中國文化史
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/ 許倬雲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70 面; 21 公分 .- (清華文史講座) .-- ISBN 978-957-085694-1 (精裝) NT$480
1.中國文化 2.古代史 630
古人比你更會玩 / 黃桑編繪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68-6 (第 2 冊:
平裝) NT$450
1.社會生活 2.生活史 3.中國 630

古人的日常 / 王宏超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(History 系列 ; 64) .-- ISBN 978-957-138635-5 (平裝) NT$550
1.社會生活 2.生活史 3.中國 630
從前有隻喵 / 孫燕子繪 ; 趙牧野文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8 面; 21 公
分 .-- (Fun 系列 ; 80) .-- ISBN 978-95713-8538-9 (平裝) NT$450
1.文化史 2.社會生活 3.中國 630
絲路新史 : 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
容並蓄的世界 / 芮樂偉.韓森(Valerie
Hansen)著 ; 李志鴻, 吳國聖, 黃庭碩
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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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92 面;
21 公分 .-- (歷史選書 ; 61) .-- ISBN
978-986-344-887-7 (平裝) NT$480
1.人文地理 2.絲路 630.9
觀滄海 : 青花瓷、鄭芝龍與大航海
時代的文明交流 / 林梅村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( 歷 史 大 講 堂 ) .-- ISBN 978-957-085703-0 (平裝)
1.東西方關係 2.文明史 3.航海
630.9
唐朝的想像力 / 蒲實, 丘濂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History ; 60) .-- ISBN 978-95713-8555-6 (平裝) NT$380
1.唐代 2.文化史 634

中國地方志
中國遊樂園圖鑑 : 南部篇 / 關上武司
著 ; 陳宛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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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390-1 (平裝)
1.旅遊 2.遊樂場 3.中國 671.69
中國遊樂園圖鑑 : 中部篇 / 關上武司
作 ; 陳宛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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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389-5 (平裝)
1.旅遊 2.遊樂場 3.中國 672.69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2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7-985-7 (平裝) NT$420
1.世界史 711

*玉樹,我魂牽夢縈的家鄉 / 跋熱.達
瓦才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雪域出
版社, 1100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雪
域叢書 ; 41) .-- ISBN 978-986-98341-79 (精裝) NT$360
1.西藏問題 2.文集 676.607

*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2, 上古史. I : 亞
歷山大大帝的時代 / 管家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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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1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55-4 (平裝)
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
中國地理類志
中華河川大典 / 張步天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高文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96951-6-9 (全套:平裝)
NT$3000
1.河川 2.中國 682.8

中國遊記
發現中國鐵道新視野. I, 天路 絲路 西
伯 利亞 鐵路 篇 = The new vision of
modern Chinese railway / 蘇昭旭作 .-臺南市 : 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,
11002 .-- 102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鐵道
火 車 百 科 ; III)( 鐵 道 智 庫 系 列 ) .-ISBN 978-986-06152-0-3 ( 平 裝 )
NT$149
1.火車旅行 2.鐵路史 3.中國 690
發現中國鐵道新視野. II, 高速鐵路
高原鐵路篇 / 蘇昭旭作 .-- 臺南市 : 交
通科學技術博物館, 11002 .-- 102 面;
26 公 分 .-- ( 中 國 鐵 道 火 車 百 科 ;
III)(鐵道智庫系列) .-- ISBN 978-98606152-1-0 (平裝) NT$149
1.火車旅行 2.鐵路史 3.中國 690
發現中國鐵道新視野. III, 觀光鐵路
城市地鐵 登高望遠篇 / 蘇昭旭作 .-臺南市 : 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,
11002 .-- 102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鐵道
火 車 百 科 ; III)( 鐵 道 智 庫 系 列 ) .-ISBN 978-986-06152-2-7 ( 平 裝 )
NT$149
1.火車旅行 2.鐵路史 3.中國 690

世界史地
一句話讀懂世界史 / 黑爾格. 赫塞
(Helge Hesse)著 ; 王榮輝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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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3, 上古史. II :
羅馬帝國的盛衰 / 管家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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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56-1 (平
裝) 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恐懼與自由 : 透過二十五位人物的
故事,了解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
未來 / 齊斯.洛韋(Keith Lowe)著 ; 蔡
耀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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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3 .-- 500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ia
歷史學堂 ; MU0042) .-- ISBN 978-9865509-63-7 (平裝) NT$680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世界史 712.84
歷史時光機 : 奠基文明的 15 道關鍵
之門 / 劉維人著 ; Cincin chang 圖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
社, 11003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51-866-8 (平裝) NT$350
1.文明史 2.世界史 713
源起 : 詭異波斯 X 自戀希臘 X 殘暴
羅馬,古文明真面目大公開 / 陳深名,
王志豔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
華泉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08 面;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552-70-1 (平裝) NT$360
1.文明史 2.古代史 3.通俗史話
713.1
方圓之間 : 一本書讀懂世界遺產 / 李
俊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美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3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836-8-9 (平裝)
NT$320
1.文化遺產 2.世界地理 718.4

*大地之下 : 時間無限深邃的地方 /
羅伯特.麥克法倫(Robert Macfarlane)
著 ; Nakao Eki Pacidal 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家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49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04-5 (平裝)
NT$480
1.旅遊文學 2.世界地理 719
山何遇 : 半百之後,那些山旅教會我
的事 / 何義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655-7-6 (平裝) NT$360
1.旅遊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719
和你一起看世界 : 十七歲的我眼中
的世界 / 許逸羚著 .-- 臺北市 : 活石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3-2-5 (平
裝)
1.遊記 2.世界地理 719
旅客 / 姜輝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
11001 .-- 41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23-4-7 (平裝) NT$500
1.旅遊文學 2.世界地理 719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(South 書房) .-- ISBN 978-957-08-56934 (平裝)
1.亞洲史 2.國際貿易史 730.1
逆轉的東亞史. 2 : 非中國視角的西南,
巴蜀、滇與夜郎篇 / 劉仲敬著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4-41-8 (平裝) NT$320
1.歷史 2.民族史 3.東亞 730.1
日本萬獸物語 : 從遠古到現代,探索
那些在大和神話、歷史、生活中的
動物故事 / 實吉達郎著 ; 許郁文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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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8-654-2 ( 平 裝 )
NT$400
1.日本史 2.動物 3.通俗作品 731.1

倆倆 : 世界迷走 狂亂心靈 / 徐銘遠
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
意行銷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4-0-3 (平裝)
NT$380
1.遊記 2.世界地理 719

伊斯坦堡尋寶記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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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世界歷史探險 ;
52) .-- ISBN 978-957-658-489-3 (平裝)
NT$320
1.歷史 2.漫畫 3.土耳其伊斯坦堡
735.1711

從車諾比到北韓,12 個瘋狂的冒險旅
程 / 亞當.弗萊徹作 ; 林宜汶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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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2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
4) .-- ISBN 978-986-289-546-7 (平裝)
NT$399
1.旅遊文學 2.世界地理 719

緬甸的未竟之路 : 種族、資本主義
與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新危機 / 吳丹
敏(Thant Myint-U)著 ; 黃中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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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(Visum ; MV0010) .-- ISBN
978-986-5509-59-0 (平裝) NT$450
1.緬甸史 738.11

與天使摔跤 : 尋找愛迪生,重新定義
自己 / 邱一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2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638-6 (平裝) NT$400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719

玩賺金邊 / 葉斯博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2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55-8-3 (平裝) NT$380
1.旅遊 2.柬埔寨金邊市 738.49

臺灣史地
亞洲史地
風之帝國 : 全球貿易的關鍵地帶,海
洋亞洲的盛世榮光 / 菲利浦. 鮑靈
(Philip Bowring)著 ; 馮奕達譯 .-- 初

1990 以降親情散文母親形象研究 /
林美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2 面;
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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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. 十九編 ; 第 18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466-7 (精裝)
1.臺灣文學 2.女性主義 3.文學評論
733.08
日治時期臺灣奉安設備之研究 / 賴
怡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6 面; 26
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
十九編 ; 第 10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458-2 (精裝)
1.文物研究 2.日據時期 733.08
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
與知識傳播 : 以張麗俊與黃旺成為
例 / 鍾承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8
面; 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
輯刊. 十九編 ; 第 7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455-1 (精裝)
1.張麗俊 2.黃旺成 3.知識分子 4.生
活史研究 5.日據時期 733.08
民謠歌王 : 劉福助創作歌謠研究 / 賴
明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臺
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十九編 ; 第
21-2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69-8
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704 (下冊:精裝)
1.劉福助 2.民謠 3.樂評 4.臺灣
733.08
台灣民間信仰、神壇與佛教發展之
省思 / 賴建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冊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十
九編 ; 第 11-12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460-5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459-9 (上冊:精裝)
1.佛教史 2.民間信仰 3.臺灣 733.08
走向「同盟」 : 臺美接近中的分歧
與衝突(1949-1958) / 馮琳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冊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
輯刊. 十九編 ; 第 5-6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454-4 ( 下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18-453-7 (上冊:精裝)
1.臺美關係 2.臺灣史 733.08
冷戰下的國民黨海外黨務(1950-1962)
/ 葉川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8 面;
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
刊. 十九編 ; 第 4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452-0 (精裝)

1.中國國民黨 2.組織管理

733.08

洪棄生<<詩>><<騷>>別裁的遺民詩
史研究 / 陳光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266 面; 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
研究輯刊. 十九編 ; 第 15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463-6 (精裝)
1.洪棄生 2.臺灣詩 3.遺民文學
733.08
退臺後國民黨結構研究(1949-1972) /
宋幫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0 面;
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
刊. 十九編 ; 第 3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451-3 (精裝)
1.中國國民黨 2.組織研究 733.08
追憶與借鏡 : 小說、電影與時代反
映 / 蒲彥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10
面; 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
輯刊. 十九編 ; 第 20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468-1 (精裝)
1.臺灣小說 2.臺灣電影 3.文學評論
733.08
清末台灣洋務運動之硏究(1874-1891)
/ 吳重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十九編 ;
第 1-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50-6
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490 (上冊:精裝)
1.自強運動 2.清代 3.臺灣史 733.08
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 / 林翠
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臺灣
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十九編 ; 第 131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61-2 (上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62-9
(下冊:精裝)
1.(清)陳肇興 2.臺灣詩 3.詩評 4.臺灣
傳記 733.08
楊牧詩與中國古典的互文性研究 /
潘秉旻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 面;
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
刊. 十九編 ; 第 19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467-4 (精裝)
1.楊牧 2.新詩 3.文學評論 733.08
臺灣仕紳望族傳統漢文化的繼承與
衝突 / 詹慧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

290 面; 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
研究輯刊. 十九編 ; 第 8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456-8 (精裝)
1.氏族 2.家族史 3.中國文化 4.臺灣
史 733.08
臺灣民間歌謠<病子歌>的版本分析
及其閩客文化比較 / 謝玉賢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(臺
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十九編 ; 第
2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71-1 (精
裝)
1.民謠 2.樂評 3.文化研究 4.臺灣
733.08
臺灣契約文書中典、賣妻之研究 /
張芸涵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2 面;
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
刊. 十九編 ; 第 9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457-5 (精裝)
1.人口販賣 2.女性 733.08
鄭坤五及其文學研究 / 林翠鳳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臺灣歷史與
文化研究輯刊. 十九編 ; 第 16-17 冊) .- ISBN 978-986-518-464-3 ( 上 冊 : 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65-0 (下冊:
精裝)
1.鄭坤五 2.文學評論 733.08
手繪圖解.台灣史 / 李光欣著 ; 謝琬婷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西北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872-4-3 (平裝)
1.臺灣史 2.通俗作品 733.21
臺灣史綱要 / 陳孔立主編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154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571-0 (平裝)
NT$320
1.臺灣史 733.21
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日本留學與經貿
活動之探討 / 卞鳳奎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1 .-- 468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系
列 ; 91) .-- ISBN 978-986-7127-95-2 (平
裝)
1.臺灣史 2.日據時期 3.留學生 4.經
濟發展 733.28
婆娑島妖事錄 / 提克著.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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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02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Comics
link) .-- ISBN 978-957-08-5701-6 (平裝)
1.臺灣史 2.日據時期 3.妖怪 4.漫畫
733.28
漫畫.巴萊 : 台灣第一部霧社事件歷
史 漫 畫 = Comics.Bale : the first
historical comics of Wushe Incident / 邱
若龍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04 面;
23 公分 .-- (賽德克.巴萊 ; 2) .-- ISBN
978-957-32-8982-1 (平裝) NT$380
1.霧社事件 2.漫畫 733.2857
二二八.「物」的呢喃 = Whisper of
relics : the stories behind 228 related
objects / 吳亮衡, 林聖峰, 徐祥弼, 翁
智琦, 張尹嚴, 張哲翰, 陳永融, 廖貽
柔, 劉艾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,
11002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633-4-6 (平裝) NT$350
1.二二八事件 2.臺灣史 733.2913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江南案史料彙
編 / 吳俊瑩, 黃翔瑜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史館 ; 新北市 : 國家人權
博物館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454-84-5 (全套:精裝) NT$1800
1.政治迫害 2.白色恐怖 3.臺灣史
733.2931
台灣熱門最佳去處 / 戶外生活圖書
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2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(戶外生活
E ; 121) .-- ISBN 978-986-5518-16-5 (平
裝) NT$450
1.臺灣遊記 733.6
鄉村小旅行. 下 / 鄭健雄主編 .-- 臺中
市 : 臺灣鄉村旅遊協會, 白日夢創意
開發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20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7920-7-4 (平
裝) NT$550
1.臺灣遊記 2.鄉村 3.休閒農業
733.6
旅行的形狀 : 影像札記 / 陳浪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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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402-1 (平裝)
1.旅遊文學 2.臺灣遊記 733.69
來 宜 蘭 迺 菜 市 場 = Morning market
Yilan / 方子維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

音樂米創意產銷企業社, 11001 .-- 10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1-02 (平裝)
1.旅遊 2.市場 3.宜蘭市
733.9/107.9/101.6
行旅羅東 : 小品. 羅東 = 2020 Luo
Dong / 莊文生主編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
宜蘭縣羅東鎮公所, 11003 .-- 140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8-46-5 (精
裝)
1.旅遊文學 2.宜蘭縣羅東鎮
733.9/107.9/121.69
速讀竹北史略 : 新修竹北市志別冊 /
彭瑞金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豐
饒文化社出版 ; 新竹縣竹北市 : 新竹
縣竹北市公所發行, 11001 .-- 5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5-0-3 (平裝)
1.方志 2.新竹縣竹北市
733.9/111.9/101.1
遠離塵囂悠遊尖石 : 看見台灣最經
典的山城 / 戚文芬作 .-- 新竹縣尖石
鄉 :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, 10912 .-- 2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670 (平裝) NT$360
1.旅遊 2.新竹縣尖石鄉
733.9/111.9/107.6
Rewind TaiChung 台中五原色 : 紅信
條 12 綠捷散策 黃色盛宴 十封藍晴
詩 灰色碎片 / 張瑜庭文字 .-- 高雄市 :
極誌文化 SIJIMA, 11003 .-- 20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06-0-4 (精裝)
1.旅遊 2.臺中市 733.9/115.69
舊愛雲林 : 26 則雲林ㄟ故事 / 陳璧君
總編輯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
府, 11001 .-- 1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5-95-1 (平裝) NT$350
1.歷史 2.房屋建築 3.雲林縣
733.9/123.2
精采忠情 愛故事 = The story of love /
方李數, 王秀毓, 江淑寶, 沈慧理, 李
雪紅, 何林束, 林春桂, 林翠霞, 邱亭
英, 柯成溪, 施草雲, 陳秀香, 陳秋圭,
郭琴霞, 張陳素連, 詹錦美, 詹芳蓮,
蔡秀葉, 魏守富, 蘇秀美, 蘇秋逢, 趙
柔榛作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東區精忠
社區發展協會, 11002 .-- 52 面; 19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2-0-9 (平裝)
1.人文地理 2.社區總體營造 3.嘉義
市 733.9/126.4
文化首都 : 臺南文化藝術成果專輯.
2020 = Tainan : the cultural capital. 2020

/ 陳修程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
府文化局, 11002 .-- 13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30-97-9 (平裝)
1.藝文活動 2.臺南市 733.9/127.4
府城百年愛的足跡 / 王子碩文 ; 青葉
唯圖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中西區公所,
11001 .-- 46 面; 21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30-92-4 (精裝) NT$350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繪本 4.臺南市
中西區 733.9/127.9/105.4
廟宇與觀光 : 探尋高雄永安的產業
及民間信仰 / 楊淑雅編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翠柏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3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897-56-7 (平裝) NT$500
1.人文地理 2.休閒產業 3.民間信仰
4.高雄市永安區 733.9/133.9/117.4
聽河流 說屏東的故事 = Beyond the
river / 李怡德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屏
東市 : 屏東縣政府, 11001 .-- 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-88-0 (平裝)
1.歷史 2.屏東縣 733.9/135.2
屏東特有種 = Welcome to Pingtung /
種籽設計文字 .-- 屏東市 : 屏東縣政
府, 11003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6-91-0 (平裝) NT$350
1.旅遊 2.屏東縣 733.9/135.69

歐洲史地
極簡英國史 / 小林照夫作 ; 甘為治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37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12-9 (平裝)
NT$350
1.英國史 741.1
重返查令十字路 84 號 / 海蓮.漢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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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3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79-6 (平
裝)
1.漢芙(Hanff, Helene) 2.旅遊文學 3.
英國 741.89

美洲史地
傳奇 爭議 : 川普與分裂之美國 =
Legendary agitator : Trump and the
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/ 李本京著 .64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6-0914-0 ( 平 裝 )
NT$280
1.川普(Trump, Donald, 1946- ) 2.元首
3.政黨政治 4.美國政府 752.27
我的拉丁美洲 : 在混亂美感中擁抱
自由 / 邵澤琴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1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9-779 (平裝) NT$320
1.文化 2.異國婚姻 3.風俗 4.拉丁美
洲 754.3
花甲少年-自駕闖世界. 南美篇 : 巴西、
阿根廷、南極、智利、秘魯/COVID19 秘魯歴險記 / 楊吳鵬作 .-- 初版 .-基隆市 : 楊吳鵬, 11002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18-8 (平裝)
NT$369
1.遊記 2.南美洲 756.9

大洋洲史地；兩極地區
為馬紹爾喝采 : 在後核武、後殖民
世界取回掌控權的島國 / 荷莉.M.巴
克(Holly M. Barker)著 ; 賴彥穎譯 .-臺北市 :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
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; 新北
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文化部發行,
11001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282-91-8 (平裝)
1.歷史 2.核子武器 3.馬紹爾群島
776.51

傳記
The Bitch! : 偷窺那些自由、大膽、
熱情、冷淡的女英雄寫下的歷史 /
皮埃爾.盧內爾(Pierre Lunel)著 ; 姜盈
謙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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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36-3 (平裝) NT$420
1.女性傳記 781.052
最懂三國的人說 三國十二帝 / 張大
可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
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60 面; 23
公分 .-- (古學今用 ; 144) .-- ISBN 978986-392-366-4 (平裝) NT$350
1.傳記 2.三國 3.中國 782.123

評點晚清人物軼事 : 續<<南湖錄憶
>> / 高拜石原著 ; 蔡登山主編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2 .-- 362
面; 23 公分 .-- (血歷史 ; 188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30-2 (平裝)
NT$580
1.人物志 2.清代 782.17
臺北知府陳星聚傳奇 / 馬文著 .-- 初
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如是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06-57-5 ( 平 裝 )
NT$400
1.(清)陳星聚 2.傳記 782.878
毛澤東讀書生活十二講 / 徐中遠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 11004 .-28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055-8-9 (平裝) NT$380
1.毛澤東 2.傳記 3.中國 782.887
律政浮雲 / 陶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聯
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繽紛 Heart ; 230) .- ISBN 978-986-323-369-5 ( 平 裝 )
NT$300
1.陶龍生 2.回憶錄 3.中國 782.887
華西大業 : 劉航琛經營的企業(19301956) / 陳祥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9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48-99 (平裝) NT$400
1.劉航琛 2.企業家 3.傳記 782.887
照人依舊披肝膽 入世翻愁損羽毛 :
劉雨虹訪談錄 / 劉雨虹講述 ; 岱峻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懷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0-0-1 (平裝)
NT$380
1.劉雨虹 2.訪談 3.傳記 782.887
牛背上的環保行者 : 張祖恩 / 張祖恩
口述 ; 楊淑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張祖恩, 110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514-0 ( 平 裝 )
NT$500
1.張祖恩 2.臺灣傳記 3.環境工程 4.
環境保護 783.3886
不被擊倒 是你的選擇 : 讓你重新愛
上工作的初心 / 呂菲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, 11003 .- 144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93-1-6 (平裝)
1.呂菲蓉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
打開時光膠囊的生命對話 : 故臺大
廖永祥醫師的故事 / 廖永祥, 江復正,
鄭愛柔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文
創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5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562-0-8 (平裝)
NT$250
1.廖永祥 2.醫師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
*坦蕩無私 : 曾永權從政三十五年政
壇回憶錄 / 曾永權口述 ; 蕭旭岑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496) .-- ISBN
978-986-525-039-3 (精裝) NT$480
1.曾永權 2.回憶錄 3.臺灣政治
783.3886

那些飛過、看過、愛過,與被愛教我
的事 : 最美空姐的不糾結視角,寫出
最真實的自己,活出最簡單的快樂 /
林佩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玩藝 ; 102) .-- ISBN
978-957-13-8601-0 (平裝) NT$399
1.林佩瑤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
活著說出真相 : 蔡寬裕先生訪談錄 /
陳儀深訪問 ; 彭孟濤, 林東璟, 潘彥蓉
紀錄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
國史館, 11002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801-925-6 ( 平 裝 )
NT$380
1.蔡寬裕 2.訪談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
劫後餘生 : 外交官漫談「結緣人生」
/ 芮正皋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4 面;
21 公分 .-- (人文叢書) .-- ISBN 978957-14-7138-9 (平裝)
1.芮正皋 2.外交人員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
海上歲月長 / 于德湖作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宏冠出版社, 11001 .-- 1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92-4-1 (平
裝) NT$450
1.于德湖 2.回憶錄 3.臺灣 783.3886

我喜歡我自己 : 一路把荊棘變成驚
奇,翻轉重生,創造一億人生的目標 /
洪榛林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捷徑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(嗜讀本 ; 22) .-- ISBN
978-986-5507-60-2 (平裝)
1.洪榛林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你想成就自己的事業和成為富豪
嗎? : 讓台灣包裝整廠企業龍頭潘勝
正總裁告訴你如何實現你的富豪夢!
= Do you wish to become a
multimillionaire? : the no.1 Taiwan turnkey packaging plant provider Yee Nong
Group founder & president Victor Pan
shares his secret and method to help you
accomplish your dream! / 潘勝正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乙農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24-0-0 (平裝) NT$480
1.潘勝正 2.企業家 3.自傳 4.臺灣
783.3886
昂首撥雲現青天 : 林光義先生訪談
錄 / 陳儀深訪問 ; 簡佳慧記錄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02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926-3 (平裝) NT$380
1.林光義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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逆風而行 向陽而生 : 上緯與台灣離
岸風電 / 李俊明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; [南投
市] : 上緯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(智富
天下 ; 6) .-- ISBN 978-986-398-649-2
(平裝) NT$420
1.蔡朝陽 2.企業家 3.風力發電 4.臺
灣傳記 783.3886
唐鳳的十五個關鍵詞 : 解決問題方
法的革新 / 唐鳳口述 ; 黃亞琪整理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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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477-988-8 (平裝)
NT$420
1.唐鳳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從沙龍到聯合國 : 歐萊德創辦人葛
望平的綠色模式 / 邵冰如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(財經企管 ; 723) .-- ISBN 978986-525-043-0 (平裝) NT$400
1.葛望平 2.企業經營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教育鐵漢陳漢強 : 桃李春風 / 張麗君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8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72-2 (平裝)
NT$360
1.陳漢強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得慧根,要會跟 : 東臺灣癌症醫學推
手 : 許文林醫師行醫記 / 許文林主述 ;
稅素芃撰文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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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悅讀健康
系 列 ; HD3163) .-- ISBN 978-98699816-3-7 (精裝) NT$380
1.許文林 2.醫師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無私.超越.傳承 : 亞洲肝臟移植定潮
者 換肝之父陳肇隆院長生命的小故
事 = Live & forever / 齊瓦哥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左上角企劃顧問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1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0633-5-8 (精裝)
1.陳陳肇隆 2.醫師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溫暖的魄力 : 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的
從醫初心 / 陳時中著 ; 李翠卿採訪整
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03) .-ISBN 978-986-525-047-8 ( 平 裝 )
NT$400
1.陳時中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綻放的生命 : 感恩上天給我如此美
好的生命 / 包德慈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典藏世家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
11002 .-- 53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3347-3-0 (平裝) NT$450
1.包德慈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總統府資政林淵源先生追思錄 / 林
啟堂, 林啟明, 林啟清編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喬林圖書有限公司, 11001 .-312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6143-9-0 (精裝) NT$250
1.林淵源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安貝卡博士與印度佛教復興運動 :
佛教救印度,解放種姓制度、解救印
度民主 / 僧護著 ; 劉宜霖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大千出版社, 11002 .-- 336
面; 21 公分 .-- (以聖為導 ; P11001) .-ISBN 978-957-447-356-4 ( 平 裝 )
NT$360
1.安貝卡(Ambedkar, B. R.(Bhimrao
Ramji), 1891-1956) 2.傳記 3.印度
783.718

伊莉莎白.馬許的苦旅 : 一位十八世
紀女性的全球史 / 琳達.柯里(Linda
Colley)著 ; 馮奕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衛城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(Beyond ; 18)(世界的啟迪) .-- ISBN
978-986-99381-8-1 (平裝) NT$480
1.馬許(Marsh, Elizabeth, 1735-1785.) 2.
傳記 3.世界史 784.18
霍金傳 : 與時空對話 / 楊建鄴, 龔阿
玲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
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60 面; 23
公分 .-- (心學堂 ; 10) .-- ISBN 978-986392-367-1 (平裝) NT$350
1.霍金(Hawking, Stephen, 1942-2018)
2.物理學 3.傳記 4.英國 784.18
女力科學家. 1 : 物理天后 : 推翻宇宙
定 律 的 吳 健 雄 / 何 顥 思 (Teresa
Robertson)文 ; 黃泯瑄(Rebecca Huang)
圖 ; 徐仕美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8
面; 28 公分 .-- (知識繪本館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03-845-8 (精裝)
NT$320
1.吳健雄 2.傳記 3.物理學 4.通俗作
品 785.28
女力科學家. 2 : 祕密通訊女神 : 斜槓
發明家海蒂.拉瑪 / 蘿莉.沃瑪克
(Laurie Wallmark)文 ; 吳菁蓁(Katy Wu)
圖 ; 畢馨云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8
面; 28 公分 .-- (知識繪本館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03-846-5 (精裝)
NT$320
1.拉瑪(Lamarr, Hedy) 2.傳記 3.無線電
通訊 4.通俗作品 785.28
女力科學家. 3 : 程式語言女王 : 揪出
電腦 bug 的葛麗絲.霍普 / 蘿莉.沃瑪
克(Laurie Wallmark)文 ; 吳菁蓁(Katy
Wu)圖 ; 徐仕美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48 面; 28 公分 .-- (知識繪本館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03-847-2 (精裝)
NT$320
1.霍普(Hopper, Grace) 2.傳記 3.電腦
科學 4.通俗作品 785.28
生來張狂 : 科比.布萊恩傳 / 羅倫.拉
森比(Roland Lazenby)著 ; 李祖明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堡壘文化, 11002 .-- 640 面;
23 公分 .-- (入魂 ; 8) .-- ISBN 978-98606022-0-3 (平裝) NT$7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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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布萊恩(Bryant, Kobe, 1978-2020.) 2.
運動員 3.職業籃球 4.傳記 785.28
你不需治療,只需說出口 : 心理師和
那群拯救我的人 / 克莉絲蒂. 塔特
(Christie Tate)著 ; 魯宓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心理 ;
62) .-- ISBN 978-986-137-313-3 (平裝)
NT$400
1.塔特(Tate, Christie) 2.自傳 3.心理治
療 4.團體輔導 785.28
直覺創意修練 : 賈伯斯禪修之旅 / 王
紫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喜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淡活智在 ; 20) .-- ISBN 978-98699109-5-8 (平裝) NT$280
1.賈伯斯(Jobs, Steven, 1955-2011) 2.傳
記 3.信仰 4.美國 785.28
毛主席的父女囚犯 / 齊家貞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9-84-7 (精裝) NT$480
1.齊家貞 2.政治迫害 3.自傳 787.8
源遠長隆 / 林宏達編著 .-- 臺北市 : 臺
灣糖尿病協會, 11002 .-- 17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5588-5-4 (平裝)
1.林氏 2.族譜 789.2
嘉義布袋大寮吳祖汪公宗祠沿革誌 /
吳永勤主筆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嘉義縣
布袋鎮 : 吳永勤, 11002 .-- 1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53-9 (平裝)
1.吳氏 2.族譜 3.嘉義縣 789.33

文物考古
2018 文 物 保 存 維 護 年 刊 . 2018 =
Journal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
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/ 巴東, 陳
鴻興, 蕭俊垠, 潘怡伶, 王瓊霞, 葉濱
翰作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文物保存維護研究發展中心, 11002 .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3-35-0 (平裝)
1.文物保存維護 2.期刊 790.7205
*李麗華收藏專輯 : 玉石合韻 =
Collection album of 李麗華 : rhythm of
jade and stone / 林雲騰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
會, 11001 .-- 366 面; 30 公分 .-- (中華
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

藏叢書 ; 14) .-- ISBN 978-986-99605-26 (精裝)
1.古器物 2.蒐藏品 3.圖錄 791.3
玉世家翡翠珍藏選輯 : 道法自然 / 吳
雅蓉文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世家
珠寶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32 面; 30X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18-0-9 (精裝)
NT$3000
1.玉器 2.圖錄 794.4
中國古代瓷器釉面脫玻化作用及釉
泡之微觀 / 李佑青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
市 : 泰豐古董藝品行, 11004 .-- 2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4-0-7 (平
裝) NT$3600
1.古陶瓷 2.古物鑑定 3.中國 796.6

語言/文學類
語言文字學
換了語言,就換了腦袋 : 從荷馬史詩
到達爾文,語言如何影響我們的思想、
行為與認知 / 蓋伊.多徹著 ; 王年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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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53) .-- ISBN
978-986-262-456-2 (平裝) NT$420
1.歷史比較語言學 801
雜典 / 葉登賢編著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
葉登賢, 11002 .-- 4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517-1 ( 平 裝 )
NT$530
1.漢語 2.通俗作品 802
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要 / 舒兆民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6-024-8 ( 平 裝 )
NT$450
1.漢語教學 2.語言學 802.03
<<太平經>>詞彙研究 / 劉祖國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中國語言文
字研究輯刊. 二十編 ; 第 6-7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337-0 (上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338-7 (下冊:精裝)
1.太平經 2.研究考訂 802.08
<<文選>>所存六朝時語研究 / 吳曉
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2 面; 30 公

分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十
編 ; 第 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356 (精裝)
1.文選 2.研究考訂 802.08

蟲出版社, 11003 .-- 1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52-333-7 ( 平 裝 )
NT$250
1.漢語 2.成語 3.漫畫 802.1839

<<說文解字>>大徐反切音系考 / 姚
志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94 面; 30
公分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
十編 ; 第 1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32-5 (精裝)
1.說文解字 2.研究考訂 3.聲韻學
802.08

我們的漢字 / 洋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3 .-- 40
面; 24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328-3 (精裝) NT$320
1.漢字 2.兒童讀物 802.2

王念孫<<廣雅疏證>>訓詁術語研究
/ 張意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十編 ; 第
2-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34-9 (下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33-2
(上冊:精裝)
1.訓詁學 802.08

花心漢字字獨遊戲本. vol.3 / 于美人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精典,
11003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62-3-9 (平裝) NT$280
1.漢字 2.語言學習 802.2
漢字正誤初覽 / 吳正中著 .-- 臺北市 :
時英出版社, 11001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(中華文化. 國學經典叢書 ; 漢
字學第二) .-- ISBN 978-986-98822-8-6
(平裝) NT$250
1.漢字 802.2

科舉辭彙文化闡微 / 孫中強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04 面; 30 公分 .-- (中
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十編 ; 第 5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36-3 (精裝)
1.科舉 2.詞彙學 802.08

圖解<<說文解字>>.圖說漢字 / (東漢)
許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西北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5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872-5-0 (平裝)
NT$480
1.說文解字 2.注釋 802.223

我們的成語 / 洋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3 .-- 40
面; 24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326-9 (精裝) NT$320
1.漢語 2.成語 3.通俗作品 802.1839

FOOD 超人新編學生國語辭典 / 風車
編輯群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15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617-8 (精
裝)
1.漢語詞典 802.3

爆笑成語笑翻天. 1, 成語接龍 / 漫閱
花喵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
出版社, 11003 .-- 1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30-6 ( 平 裝 )
NT$250
1.漢語 2.成語 3.漫畫 802.1839
爆笑成語笑翻天. 2, 成語寫作 / 漫閱
花喵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
出版社, 11003 .-- 1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31-3 ( 平 裝 )
NT$250
1.漢語 2.成語 3.漫畫 802.1839
爆笑成語笑翻天. 3, 成語話劇 / 漫閱
花喵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
出版社, 11003 .-- 1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32-0 ( 平 裝 )
NT$250
1.漢語 2.成語 3.漫畫 802.1839
爆笑成語笑翻天. 4, 瘋狂猜成語 / 漫
閱花喵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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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落小夥伴國語辭典 / 世一文化字
典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
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121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695-8 (精裝) NT$450
1.漢語詞典 802.3
角落小夥伴國語辭典 / 世一文化字
典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
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121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696-5 (50K 精裝) NT$350
1.漢語詞典 802.3
角落小夥伴國語辭典 / 世一文化字
典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
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1216 面; 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697-2 (64K 精裝) NT$280
1.漢語詞典 802.3

康軒國語詞典 / 陳廖安等編著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0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6-33-5 (精裝)
1.漢語詞典 802.3
蘆洲方言研究 / 張屏生, 張以文著 .-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,
10912 .-- 5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205-1-6 (平裝) NT$1200
1.閩南語 2.比較方言學 3.新北市蘆
洲區 802.5232
南方漢語的特殊聲母、聲調與韻尾 /
彭心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
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97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45-9 (平裝)
NT$350
1.漢語方言 2.贛語 3.聲韻學 802.54
標點符號歷險記 : 看童話,學標點 / 周
姚萍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(小魯語文堡) .-- ISBN 978986-5566-15-9 (平裝) NT$300
1.標點符號 2.通俗作品 802.78
國文高分題庫 / 高朋, 尚榜編著 .-- 第
十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203-3 (平裝)
1.漢語 2.讀本 802.8
國營國文 / 王曉瑜, 陳雲飛編著 .-- 十
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71-2-3 (平裝)
1.漢語 2.讀本 802.8
弟子規教學讀本. 初級二 / 華藏淨宗
學會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
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10-2-9 (平
裝)
1.弟子規 2.蒙求書 3.漢語 4.讀本
802.81
滿文原檔<<滿文原檔>>選讀譯注 :
太祖朝. 二 / 莊吉發譯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01 .-- 500
面; 21 公分 .-- (滿語叢刊 ; 41) .-- ISBN
978-986-314-542-4 (平裝) NT$700
1.滿語 2.讀本 802.918
KAKU 老師的快熟 50 音 / 郭欣怡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原來如此 ; J048) .-- ISBN 978-9865507-61-9 (平裝)
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

803.1134

我的日文學習日記 : 手寫 50 音 / 赤
名莉香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捷徑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(日語學習 ; 2) .-- ISBN
978-986-5507-62-6 (平裝) NT$280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 803.1134
日文結構三部曲 / 明智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明智工作室, 11001 .-51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8479-6-5 (平裝) NT$880
1.日語 2.語法 803.16
看圖表學日語文法 / 李復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大字
清晰版 .-- ISBN 978-957-710-808-1 (平
裝) NT$260
1.日語 2.語法 803.16
基礎日本語助動詞 / 趙福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大字
清晰版 .-- ISBN 978-957-710-807-4 (平
裝) NT$370
1.日語 2.助動詞 803.165
助詞思考術 : 10 個掌握日文助詞的
黃金概念 / 明智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
北市 : 明智工作室, 11002 .-- 23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479-5-8 (平
裝) NT$320
1.日語 2.助詞 803.167
讀日本文化說日語(寂天雲隨身聽
APP 版) / 木下真彩子, 津田勤子著 ;
李喬治譯 .-- 二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0
面; 23 公分 .-- 彩圖版 .-- ISBN 978986-318-977-0 (20K 平裝)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讚!日文初學 20 堂課 : 從五十音進擊
日文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 甘英熙,
三浦昌代, 佐伯勝弘, 佐久間司朗, 青
木浩之著 ; 關亭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8-970-1 (16K 平裝)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一定會考的 JLPT 日檢 N3 選擇題
1,000 : 高效能、高報酬、新日檢快
速過關! / 山口広輝, 吳奕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3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8

986-99662-4-5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499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803.189
絕對合格!日檢分類單字 N2 測驗問
題集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惠子,
千田晴夫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6 面; 26 公
分 .-- (日檢滿點 ; 4) .-- ISBN 978-986246-603-2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60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絕對合格全攻略!新制日檢 N4 必背
必出單字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絕對合格 ; 3) .-- ISBN 978-986246-604-9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60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活用韓文慣用語 / 韓國語教育研究
所著 ; 龔苡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168 面; 23 公分 .-- (EZ Korea ; 32) .-ISBN 978-986-248-942-0 ( 平 裝 )
NT$280
1.韓語 2.慣用語 803.22
泰語 44 音完全自學手冊 / 陳家珍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語
言學習 ; 18) .-- ISBN 978-986-5582-111 (平裝) NT$399
1.泰語 2.讀本 803.758
用心智圖學越南語 / 阮怡緁, 阮氏碧
玉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(語言學習 ; 16) .-- ISBN 978-986-558210-4 (平裝) NT$380
1.越南語 2.讀本 803.798
泰雅族 alang B'ala 生活實用族語詞彙
/ Tasiy Pinang 彭偉華總編輯 .-- 南投
市 :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,
10912 .-- 1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2-64-6 (平裝)
1.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詞彙 3.泰雅
族 803.9911
今天開始學法語 : 學文法必上的 58
堂課 début! / 大場靜枝, 佐藤淳一, 柴
田茉莉子著 ; 陳琇琳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10-809-8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40

1.法語 2.語法

804.56

看 TED-ED 學英文 : 從英語小白到英
檢中高級的八堂自學課 / 王云彤, 王
心怡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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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(全腦學習系列 ; 31) .-ISBN 978-986-477-984-0 ( 平 裝 )
NT$450
1.英語 2.學習方法 805.1
FUN 學美國英語課本 : 各學科關鍵
英 單( 寂 天雲 隨身聽 APP 版 ). 3 =
American school textbook : vocabulary
key grade 3 / Michael A. Putlack 著 ; 歐
寶妮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6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8-975-6 (菊
8K 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用子彈筆記學英文字首字根字尾 /
吳宜錚, Robert A. Charbonneau, 吳佩
純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前進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48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382-6-6 ( 平 裝 )
NT$379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老外都想幫你按個讚 : 網路 X 社群
最夯的英語流行語 / 陳豫弘總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428-4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3.網路社群 805.12
看 IG 學英文 : 9 大單元,120 個實用
場合,1200 個流行單字 透過熱搜話題、
時事哏學單字,輕鬆提升字彙力! / 看
IG 學英文編輯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272 面; 18 公分 .-- (平裝本叢書 ; 第
516 種)(iDO ; 103) .-- ISBN 978-98699611-8-9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練英單!英單 7000 字邊背邊練習.
Book 2, 2201-4500(寂天雲隨身聽 APP
版) / Judy Majewski, 葉立萱著 .-- 三
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8-978-7 (16K 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超強關鍵慣用語口說提昇術 / 張翔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

- (Excellent ; 90) .-- ISBN 978-986-271898-8 (平裝) NT$360
1.英語 2.慣用語 3.會話 805.123
翻譯大師 : 英文經典俚語大全 / 俞亨
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
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69-5-5 (平裝) NT$349
1.英語 2.俚語 805.123
英文同義字圖鑑 : 超圖解!秒懂英文
同義字正確用法 / 清水建二著 ; 鄭曉
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 18 公分 .-(平安叢書 ; 第 677 種)(樂在學習 ;
15) .-- ISBN 978-957-9314-98-5 (平裝)
1.英語 2.同義詞 3.詞彙 805.124
口譯大師教你說!3 大步驟打造完美
英文發音 / 吳宜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不求人文化,
1100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74-8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49
1.英語 2.發音 805.141
自然發音輕鬆學 : 看字讀音,聽音辨
字的單字學習秘笈 / 吳佳芬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7-56-5 ( 平 裝 )
NT$320
1.英語 2.發音 3.音標 805.141
Let's See Grammar : 彩圖初級英文文
法. Basic = Let's See Grammar : Basic /
Alex Rath 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
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18-973-2 (第 1 冊:
菊 8K 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18-9749 (第 2 冊:菊 8K 平裝)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心智圖學英文文法 : 用圖像抓住文
法重點 / 蔡文宜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
市]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英文學
習 ; 17) .-- ISBN 978-986-5507-59-6 (平
裝)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最強英文寫作指南 : 風靡全球的萬
用寫作法,五大類文體完全適用! / 楊
舒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
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62-5-2 (平裝)
NT$3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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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英語 2.寫作法

805.17

用英文介紹台灣 : 實用觀光導遊英
語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= Taiwan in
simple english / Paul O'Hagan, Peg
Tinsley, Owain Mckimm 著 ; 蔡裴驊,
郭菀玲, 丁宥榆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8976-3 (16K 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3.臺灣 805.18
英文閱讀素養課 = Reading know-how
/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1-434-5 (平裝) NT$3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國營英文 / 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
陽編著 .-- 十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有限公司, 11001 .-- 56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1-1-6 (平裝)
1.英文 2.讀本 805.18
新聞英文年度關鍵字 : EZ TALK 總
編嚴選特刊 = 2020 News words / EZ
TALK 編輯群, Judd Plggott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(EZ 叢書館 ; 38) .-- ISBN 978-986-248941-3 (平裝) NT$400
1.新聞英文 2.讀本 805.18
實用船藝與海技英文 / 方信雄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449-3 ( 平 裝 )
NT$350
1.英語 2.航海 3.航務 4.讀本 805.18
領隊導遊英文 / 劉明德, 王清煌, 張誠
仁, 林溢祥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690-9 (平裝) NT$400
1.英語 2.導遊 3.讀本 805.18
嘆薇觀止 : Dr. Betty 的國考英文破題
書 / 林薇(Dr. Betty)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有限公司,
11001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71-0-9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用 365 個單字讓英文會話變簡單 / 白
善燁著 ; 徐若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語研學院出版社, 11002 .-- 33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4-3-2 (平裝)
NT$399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口說寫
作應考大全 / Hanna Hu, James Brown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662-7-6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79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考試指
南 805.189
*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: 官方
模 擬 試 題 . 中 級 = General English
Proficiency Test: intermediate level
practice test /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
中心編著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語言
訓練測驗中心, 11001 .-- 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222-6-0 (第 1 冊:
平裝附光碟片) NT$2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*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: 官方
模擬試題. 中高級 = General English
Proficiency Test: high-intermediate level
practice test /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
中心編著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語言
訓練測驗中心, 11001 .-- 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222-7-7 (第 1 冊:
平裝附光碟片) NT$2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*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: 官方
模 擬 試 題 . 初 級 = General English
Proficiency Test: elementary level
practice test /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
中心編著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語言
訓練測驗中心, 11001 .-- 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222-5-3 (第 1 冊:
平裝附光碟片) NT$2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
字彙高點 : 進階英文 必考替換同義
字 = Advanced vocabulary for English
exams / 薛詠文, 貝塔語言編輯部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66-0-7 (平裝) NT$400
1.英語 2.詞彙 805.1892
*準!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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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 (常春藤全民英檢系列 ; G61-2) .-ISBN 978-986-99775-4-8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5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*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: 中級聽力測
驗 = Access to GEPT : listening test
(intermediate) / 顧曉明作 .-- 再版 .-- 臺
中市 :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(堂奧書
碼 ; TA0103) .-- ISBN 978-986-994874-6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9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*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: 中級聽力測
驗 ( 試 題 本 ) = Access to GEPT :
listening test(intermediate) / 顧曉明作 .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出版, 11001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 (堂奧書碼 ; TA0104) .-- ISBN 978986-99487-5-3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新制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必考題
型 / 陳頎著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出
版社, 11002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4-149-2 (平裝) NT$3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
全民英檢 GEPT 中級必考單字 / 孫敏
華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2 .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英檢系列 ; 1) .-ISBN 978-986-5544-19-5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49
1.英語 2.詞彙 805.1892

新制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測驗學習書 /
陳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
出版社, 110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4-148-5 ( 平 裝 )
NT$3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
全民英檢聽力測驗 SO EASY. 初級篇
/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139-6 (平裝)
1.英語 2.問題集 805.1892

(新制多益練武功)YBM 魔鬼教頭聽
力實戰 1000 題+詳解 / YBM 多益研
究所編著 ; 陳建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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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440 面; 26 公分 .-- (樂學 ; 14) .-- ISBN
978-986-99621-5-5 (平裝) NT$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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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多益測驗

805.1895

Collins 新制多益聽讀測驗高分策略 /
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作 ; 強
勇傑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36 面; 28 公分 .- ( 應 試 高 手 ) .-- ISBN 978-957-445914-8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20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*TOEIC 新多益考試金色證書一擊必
殺閱讀全真模擬試題 / 李宇凡, 蔡文
宜, 徐培恩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影音增修版 .-ISBN 978-986-5507-58-9 ( 平 裝 )
NT$699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高勝率填空術 : 新多益 900 金證攻略
/ 張翔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(Master ; 13) .-- ISBN 978-986271-900-8 (平裝) NT$380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805.1895
新制多益閱讀題庫 : 文法+單字附詳
盡解析 / Amanda Chou 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考用英語
系列 ; 30) .-- ISBN 978-986-06095-0-9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80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
文學
談文學 : 當代美學大師、知名教育
家經典著作 / 朱光潛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431-8 (平裝) NT$280
1.文學 810
*文藝論稿 / 王建生作 .-- 臺中市 : 東
海大學圖書館, 11001 .-- 259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48-079-0 (平裝)
1.文學 2.繪畫 3.學術思想 4.文集
810.7
吸引百萬點擊的寫作 : 累積 7 億點閱!
點擊之神教你讓文案爆紅的 4 大法
則 X10 大公式,3 秒讓觸及率起死回
生 / 慎益秀作 ; 陳思妤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社出版 : 臺灣
廣夏有聲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18-7-6 (平裝) NT$420

1.寫作法

811.1

*護理專案寫作指引與實例 = Nursing
project writing guidelines and examples /
章淑娟, 林秋芬, 李作英, 洪世欣, 張
玲華, 梁惠玉, 王憲華, 張麗銀, 黃瑞
蘭著 ; 陳淑芬主編 .-- 臺北市 : 台灣
護理學會, 11001 .-- 20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405-2-8 (平裝)
1.論文寫作法 2.護理研究 3.個案研
究 811.4
*如何成為一位出色的溝通大師 / 尼
杜.庫比恩著 ; 張駿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3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13-6 (平裝) NT$420
1.演說術 2.溝通 811.9
彤管文心 : 近代女性文學的賡續與
新變 / 羅秀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001 .-- 61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435 (平裝) NT$800
1.女性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集
815.107
那一天,我終於讀懂愛 / 張子樟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故事館 ; 77) .-- ISBN 978-986449-217-6 (平裝) NT$320
815.96
鑲金牙的鱷魚 / 張子樟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故事館 ; 78) .-- ISBN 978-986-449218-3 (平裝) NT$320
815.96

中國文學
由地籟進於天籟 : 大一國文教學方
案與策略新探 / 姚彥淇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2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439-4 (平裝) NT$350
1.國文科 2.教學設計 3.教學研究 4.
高等教育 820.33
石麟文集. 第一卷 : 古代文學與文化
積澱探討 / 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298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
刊. 二三編 ; 第 16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355-4 (精裝)

1.中國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化研究
820.8
石麟文集. 第十一卷 : 戲曲若干問題
論略 / 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4
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
三編 ; 第 30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69-1 (精裝)
1.中國戲劇 2.戲曲評論 820.8

石麟文集. 第八卷 e 稗史迷蹤(選本) /
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
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25-26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64-6 (上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65-3 (下
冊:精裝)
1.中國小說 2.中國文學史 3.文學評
論 820.8

石麟文集. 第十二卷 : 古代詩文評說
/ 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0 面;
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
編 ; 第 31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70-7 (精裝)
1.中國詩 2.散文 3.中國文學 4.文學
評論 820.8

石麟文集. 第三卷 : 羅貫中與「三國」
研究 / 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
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
三編 ; 第 1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57-8 (精裝)
1.(明)羅貫中 2.三國演義 3.研究考訂
820.8

石麟文集. 第二卷 : 小說史總論 / 石
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6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
第 1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56-1
(精裝)
1.中國小說 2.中國文學史 3.文學評
論 820.8

石麟文集. 第五卷 : 「雙典」之外的
章回小說臆說 / 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98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
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20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359-2 (精裝)
1.章回小說 2.中國文學 3.文學評論
820.8

石麟文集. 第十卷 : 古代小說理論切
磋 / 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96 面;
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
編 ; 第 29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68-4 (精裝)
1.中國小說 2.中國文學 3.文學理論
820.8

石麟文集. 第六卷 : 文言小說與話本
小說面面觀 / 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
二三編 ; 第 21-22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360-8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361-5 (下冊:精裝)
1.中國小說 2.中國文學史 3.文學評
論 820.8

石麟文集. 第九卷 : 俗話潛流(選本) /
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
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27-28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66-0 (上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67-7 (下
冊:精裝)
1.中國小說 2.中國文學史 3.文學評
論 820.8
石麟文集. 第七卷 : 閒書謎趣(選本) /
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
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23-24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62-2 (上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63-9 (下
冊:精裝)
1.中國小說 2.中國文學史 3.文學評
論 820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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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麟文集. 第四卷 : 「水滸」與金聖
歎發微 / 石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278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
刊. 二三編 ; 第 19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358-5 (精裝)
1.(清)金聖歎 2.水滸傳 3.章回小說 4.
中國文學 5.文學評論 820.8
西江流域龍母傳說的嬗變 / 徐亞娟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2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
第 1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54-7
(精裝)
1.民間信仰 2.俗民文化 3.中國
820.8

宋人前身傳說研究 / 黃惟亭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12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14 冊) .- ISBN 978-986-518-353-0 (精裝)
1.傳說 2.宋代 820.8
明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/ 黎曉蓮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學研
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3-4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342-4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343-1 (下冊:精裝)
1.明代文學 2.八股文 3.文學評論
820.8
明代小說視域下的「涉佛」女性意
象研究 / 王水根, 傅琴芳, 王者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54 面; 26 公分 .-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8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47-9 (精裝)
1.明代小說 2.佛教教理 3.女性
820.8
唐順之文學思想研究 / 孫彥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06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1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340-0 (精裝)
1.(明)唐順之 2.文學 3.學術思想
820.8
粉戲 / 李德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242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
刊. 二三編 ; 第 9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348-6 (精裝)
1.中國戲劇 2.戲劇評論 820.8
從文學及思想層面探討明清經義文 /
蒲彥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0 面;
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
編 ; 第 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417 (精裝)
1.明清文學 2.八股文 3.文學評論 4.
文集 820.8
清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/ 陳水雲, 孫達
時, 江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5-7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44-8 (上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45-5 (中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46-2
(下冊:精裝)

1.清代文學 2.八股文 3.文學評論
820.8

1.中國當代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集
820.908

模式與意義 : 六朝器物詩賦研究 / 張
鏽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
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10-11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49-3 (上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50-9 (下
冊:精裝)
1.六朝文學 2.詠物詩 3.賦 820.8

元代文人雅集與詩歌唱和研究 / 高
邢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6 面; 24
公分 .-- 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九
輯 ; 第 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233 (精裝)
1.詩評 2.元代 820.91

歷代宋詞集序跋研究 / 許淑惠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學研
究輯刊. 二三編 ; 第 12-13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351-6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352-3 (下冊:精裝)
1.宋詞 2.序跋 3.研究考訂 820.8
亂世生存遊戲 : 從三國英雄到六朝
文青都得面對的闖關人生 / 祁立峰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6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59-3 (平裝)
NT$350
1.六朝文學 2.文學評論 3.魏晉南北
朝 820.903
承平與世變 : 初唐及晚唐五代敘事
文體中所映現文人對生命之省思 /
黃東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
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1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44-2 (平裝)
NT$450
1.中國文學史 2.敘事文學 3.文學評
論 4.唐代 820.9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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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344-873-0 (全套:平裝) NT$1200 .- ISBN 978-986-344-872-3 (下冊:平裝)
1.中國當代文學 2.中國文學史 3.文
學評論 820.908
通過身體思考 : 當代文學中的身體
敘 事 = 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:
somatic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
literature / 唐毓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51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2-050 (平裝) NT$480
72

唐詩對越南李陳漢詩的影響研究 /
阮福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九輯 ; 第
11-1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29-5
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3301 (下冊:精裝)
1.漢詩文 2.越南 820.91
清初吳喬<<圍爐詩話>>散論 / 胡幼
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6 面; 24 公
分 .-- 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九輯 ;
第 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25-7 (精
裝)
1.(清)吳喬 2.詩話 3.詩評 820.91
馮延巳<<陽春集>>意象研究 / 張璐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8 面; 24 公
分 .-- 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九輯 ;
第 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22-6 (精
裝)
1.(南唐)馮延巳 2.唐五代詞 3.詞論
820.91
賀裳詩學理論研究 : 以<<載酒園詩
話>>為中心 / 王思佳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62 面; 24 公分 .-- (古典詩歌
研究彙刊. 第二九輯 ; 第 6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324-0 (精裝)
1.(清)賀裳 2.詩學 3.詩話 4.詩評
820.91
詩聖的一個面向 : 杜詩中的「家國
聯繫」表現模式 / 李奇鴻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46 面; 24 公分 .-- (古
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九輯 ; 第 3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21-9 (精裝)
1.(唐)杜甫 2.唐詩 3.詩評 820.91
齊白石題畫詩探析 / 蘇于喬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26 面; 24 公分 .-- (古

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九輯 ; 第 9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27-1 (精裝)
1.齊白石 2.題畫詩 3.詩評 820.91
錢振鍠詩學理論研究 / 季未春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10 面; 24 公分 .-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九輯 ; 第 8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326-4 (精裝)
1.(清)錢振鍠 2.詩學 3.詩評 820.91
魏晉南北朝楚辭學研究 / 李玉婉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古典詩歌研
究彙刊. 第二九輯 ; 第 1-2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319-6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320-2 (下冊:精裝)
1.楚辭 2.六朝文學 3.研究考訂
820.91
麗末鮮初詩壇對陶淵明的接受研究 :
以李集、李穡、權近的漢詩為中心 /
謝夢潔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2 面;
24 公分 .-- 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
九輯 ; 第 10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328-8 (精裝)
1.漢詩文 2.韓國 820.91
*深心與至境 : 宋詞主題中的生命意
蘊與精神風貌 / 黃雅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01 .-- 654
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哲學集成 ; 735) .- ISBN 978-986-314-540-0 ( 平 裝 )
NT$780
1.宋詞 2.詞論 820.9305
現代人寫唐詩 / 陳正民著 .-- 高雄市 :
陳正民, 11001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531-7 ( 平 裝 )
NT$300
1.唐詩 2.寫作法 821.1
中國的詩學 / 川合康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政大出版社出版 : 國立政治
大學發行, 1100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544-5-7 ( 精 裝 )
NT$500
1.中國詩 2.詩學 3.詩評 821.886
意志與命運 : 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
綜論 / 樂蘅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, 11001 .-- 510
面; 21 公分 .-- (學術研究叢刊) .-ISBN 978-986-350-435-1 ( 平 裝 )
NT$680
1.中國小說 2.古典小說 3.文學評論
827.2

中國文學總集
大人的詩塾 / 趙啟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啟動文化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3-124-8 (平
裝) NT$420
831
妙趣橫生的詩詞小故事 / 李屹之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德威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生活啟視路 ; 25) .-- ISBN 978986-5538-50-7 (平裝)
831
新編毛詩韻讀 / 丘彥遂編著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3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695-4 (平裝)
1.詩經 2.注釋 831.112
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 : <<詩
>>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. 分論篇 / 林
素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
師範大學出版中心, 11001 .-- 4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24-68-2 (平
裝)
1.詩經 2.研究考訂 831.18
*唐詩三百首之歌 / (清)蘅塘退士編
選 ; 唐美惠譜曲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唐美惠, 11001 .-- 23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488-4 ( 平 裝 )
NT$700
1.唐詩 2.樂譜 831.4
生命讀寫任意門 / 陳鍾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451-6 (平裝) NT$85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
中國文學別集
山谷詩內外集注 / (宋)黃庭堅著 ; (清)
任淵, 史容, 史溫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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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614-351-9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3000
845.16
碧潭夢影 : 閔宗述作品集 / 閔宗述著 ;
洪惟助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12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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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公分 .-- (著作集叢書 ; 1600003) .-ISBN 978-986-478-444-8 (平裝)
848.6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各體文學
白蛇記 / 簡單著 .-- 臺北市 : 東籬出
版社, 11001 .-- 1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32-3-5 (平裝) NT$300
851.4
比無限更遠的雪花 / 更噶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72 面; 19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20) .-- ISBN 978-986-5541-58-3
(平裝) NT$450
851.487
穿山甲,共和國 / 李浩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74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
類 ; PG2496)(秀詩人 ; 82) .-- BOD 版 .- ISBN 978-986-326-887-1 ( 平 裝 )
NT$230
851.487
南北宮詞記校補(附北宮詞紀外集) /
(明)陳所聞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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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14-350-2 (平裝)
NT$300
853.36
也許時間從不站在我們這邊 / 鍾耀
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 春 山 文 藝 ; 13) .-- ISBN 978-98699492-6-2 (平裝) NT$380
855
三閒集 / 魯迅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魯迅雜文精選 ;
6) .-- ISBN 978-986-352-986-6 (平裝)
NT$320
855
文壇之外 / 周作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周作人作
品精選 ; 16) .-- ISBN 978-986-352-9880 (平裝) NT$320
855

而已集 / 魯迅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魯迅雜文精選 ;
5) .-- ISBN 978-986-352-985-9 (平裝)
NT$320
855
我的兄弟魯迅 / 周作人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周作
人作品精選 ; 13) .-- ISBN 978-986352-982-8 (平裝) NT$320
855
欣喜若狂是喜歡,心亂如麻才是愛 /
3am.talk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圓神文叢 ; 296) .-- ISBN 978986-133-757-9 (平裝) NT$320
855
夜讀抄 / 周作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周作人作品精選 ;
17) .-- ISBN 978-986-352-989-7 (平裝)
NT$320
855
苦竹雜記 / 周作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周作人作
品精選 ; 14) .-- ISBN 978-986-352-9835 (平裝) NT$320
855
紅樓內外 / 周作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周作人作
品精選 ; 19) .-- ISBN 978-986-5589-080 (平裝) NT$320
855
浮生拾憶 / 周作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周作人作
品精選 ; 15) .-- ISBN 978-986-352-9873 (平裝) NT$320
855
書房一角 / 周作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周作人作
品精選 ; 18) .-- ISBN 978-986-5589-073 (平裝) NT$320
855
華蓋集 / 魯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魯迅雜文精選 ;

3) .-- ISBN 978-986-352-979-8 (平裝)
NT$320
855
華蓋集續編 / 魯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魯迅雜文
精選 ; 4) .-- ISBN 978-986-352-980-4
(平裝) NT$320
855
當遠方近在咫尺時 : 歐華作協 30 周
年紀念文集 / 歐洲華文作家協會著 .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01 .-- 29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06-5 (平裝)
NT$450
855
語絲漫談 / 周作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周作人作
品精選 ; 12) .-- ISBN 978-986-352-9811 (平裝) NT$320
855
夢裡不知身是客 : 我的寫字歲月札
記 / 逸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009 (平裝)
855
熱風 / 魯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
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魯迅雜文精選 ;
2) .-- ISBN 978-986-352-978-1 (平裝)
NT$320
855
*我與當代中國大學圖書館的因緣.
三 / 陳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
史哲出版社, 11001 .-- 424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31) .-- ISBN 978986-314-543-1 (平裝) NT$580
856.186
全民大笑話 : 笑到凍末條! / 邢正苑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達人館系列 ; 19) .-- ISBN 978986-453-138-7 (平裝) NT$250
856.8
故紙鉛華 : 臺灣在地印製之傳統通
俗小說的彩色繡像封面彙編 / 柯榮
三主編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柯
榮三, 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549-2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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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通俗小說 2.封面設計 3.工藝美術
857
從<<金瓶梅>>到鴛鴦蝴蝶派 : 中國
通俗小說探賾 / 徐志平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446-2 (平裝) NT$480
1.金瓶梅 2.研究考訂 857.48
阿 Q 正傳 / 魯迅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
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6-791-4 (平裝)
857.63
入甕 / 江亭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葭
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- (蘭陵
集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5537-20-3
(上冊:平裝) NT$230 .-- ISBN 978-9865537-21-0 ( 下 冊 : 平 裝 ) NT$230 .-ISBN 978-986-5537-22-7 (全套:平裝)
857.7
大明長歌. 卷二, 前出塞 / 酒徒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44-0 (平裝)
NT$380
857.7
大明長歌. 卷三, 覓封侯 / 酒徒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45-7 (平裝)
NT$380
857.7
大明長歌. 卷五, 大明歌 / 酒徒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47-1 (平裝)
NT$380
857.7
大明長歌. 卷六, 大明歌 / 酒徒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48-8 (平裝)
NT$380
857.7
大明長歌. 卷四, 水重山 / 酒徒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46-4 (平裝)
NT$380
857.7

土匪攻略 / 語笑闌珊作 .-- 初版 .-- 嘉
義市 : 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 (蘭陵集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53727-2 (第 1 卷:平裝) NT$330 .-- ISBN
978-986-5537-28-9 ( 第 2 卷 : 平 裝 )
NT$330 .-- ISBN 978-986-5537-29-6 (第
3 卷:平裝) NT$330 .-- ISBN 978-9865537-30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330 .-ISBN 978-986-5537-31-9 (第 5 卷:平裝)
NT$330 .-- ISBN 978-986-5537-32-6 (全
套:平裝)
857.7
下堂妻有喜 / 唐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0901-E100903) .-ISBN 978-986-527-085-8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086-5 (卷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087-2 (卷 3:平裝) NT$270
857.7
大國師,大騙子 / 刑上香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星巡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090-9-7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141-0-7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1411-4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6141-2-1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06141-3-8 (全套:平裝)
857.7
小廚妃 / 永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00301-E100304) .-ISBN 978-986-527-072-8 (卷 1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073-5 (卷
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074-2 (卷 3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27-075-9 (卷 4:平裝) NT$260
857.7

天涯雙探. 2 : 暴雪荒村 / 七名著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58-493-0 (平裝) NT$340
857.7
天窗外的畫室 : 大時代的小故事
1982-2020 / 馬文海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02 .-- 330 面; 21 公分 .- (釀小說 ; 116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445-443-3 (平裝) NT$400
857.7

本宮混飯吃 / 福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1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0101-E100105) .-ISBN 978-986-527-058-2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059-9 (卷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060-5 (卷 3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86-527-061-2 (卷 4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27-062-9 (卷 5:平裝)
NT$270
857.7

反嫁 / 微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
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冊 .-(小說 House ; 466-470) .-- ISBN 978986-467-270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 ISBN 978-986-467-271-4 (第 2 冊:平
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721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467-273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 .- ISBN 978-986-467-274-5 (第 5 冊:平
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752 (第 6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467-276-9 (第 7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
犯罪心理 / 長洱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
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- (蘭
稜集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537-13-5
(第 1 冊:平裝) NT$460 .-- ISBN 978986-5537-14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460 .- ISBN 978-986-5537-15-9 (第 3 冊:平
裝) NT$420 .-- ISBN 978-986-5537-166 (第 4 冊:平裝) NT$420 .-- ISBN 978986-5537-17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420 .- ISBN 978-986-5537-18-0 (第 6 冊:平
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986-5537-197 (全套:平裝)
857.7

不想只有暗戀你 / 顧了之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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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011-4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012-1 (下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013-8
(全套:平裝)
857.7

在一起九週年男友送我一臺二手破
爛電腦 / 老鼠吱吱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
市 : 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212 面;
21 公分 .-- (lolipop 系列) .-- ISBN 978986-5537-12-8 (平裝) NT$190
857.7

天鵝圖騰(限量簽名精裝版) / 姜戎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6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2-984-2 (精裝)
NT$700
857.7

太乙 / 霧外江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763-0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764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986-515-765-4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180
857.7

牛轉窮苦 / 一曲花絳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 冊 .-- (文創風) .-- ISBN 978-986-509194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
978-986-509-195-8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196-5 (第
3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
天涯雙探. 1 : 青衣奇盜 / 七名著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58-492-3 (平裝) NT$340
857.7

只是當時已惘然 / 見澤居士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9-79-3 (平裝) NT$300
857.7
75

全宇宙最後一隻貓 / 醉飲長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星巡文化有限公司
出版 : 深空出版發行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090-3-5 (全套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06090-2-8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0-1-1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0-0-4 (第 1
冊:平裝)
857.7
安知我意 / 北南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
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- (蘭
陵集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537-24-1
(上冊:平裝) NT$330 .-- ISBN 978-9865537-25-8 ( 下 冊 : 平 裝 ) NT$330 .-ISBN 978-986-5537-26-5 (全套:平裝)
857.7
朱門醫娘 / 霜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01201-E101103) .-ISBN 978-986-527-091-9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092-6 (卷
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093-3 (卷 3:平裝) NT$270
857.7
忘川十年 / 曲清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1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0001-E100002) .-ISBN 978-986-527-069-8 (上冊:平裝)
NT$310 .-- ISBN 978-986-527-070-4 (下
冊:平裝) NT$310
857.7
你好,我的一見鍾情 / 夜蔓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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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61-996-3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61-997-0 (下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61-998-7
(全套:平裝)
857.7
我念你如初 / 顧西爵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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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380-2 (平裝)
857.7
京夫子文集. 卷五 : 古都春潮 / 古華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40 面; 21 公
分 .-- (當代名家. 古華(京夫子)文集 ;
5) .-- ISBN 978-957-08-5700-9 (平裝)
857.7
來日方長 = The day is still young / 一
只西瓜大又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沒譜文化出版社, 11002 .-- 3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0-14-1 (平裝)
857.7
金玉王朝. 第十部 / 風弄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3 .-冊 .-- (架空 之都 )(米 國 度 書系 ) .-ISBN 978-986-505-168-6 (上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5-169-3 (中
冊 : 平 裝 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05-170-9 (下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青葉靈異事務所. 檔案卷 / 庫奇奇
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葭霏文創出版
社, 11001 .-- 冊 .-- (異聞志紀系列) .-ISBN 978-986-5537-45-6 (卷 7:平裝)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5537-46-3 (卷
8:平裝) NT$360
857.7

哎,我刀呢 / 橙子雨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
市 : 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(蘭陵集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53737-1 (上冊:平裝) NT$360 .-- ISBN 978986-5537-38-8 (中冊:平裝) NT$360 .-ISBN 978-986-5537-39-5 (下冊:平裝)
NT$330 .-- ISBN 978-986-5537-40-1 (全
套:平裝)
857.7

6 (第 11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86-5589-00-4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589-01-1 (第
13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589-02-8 (第 14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589-03-5 (第 15 冊:平
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589-042 (第 16 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
逆向旅行 / 涼蟬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
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- (蘭
陵集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537-33-3
(上冊:平裝) NT$360 .-- ISBN 978-9865537-34-0 ( 中 冊 : 平 裝 ) NT$380 .-ISBN 978-986-5537-35-7 (下冊:平裝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5537-36-4 (全
套:平裝)
857.7

雪中悍刀行. 第二部. 上. 一, 白髮舞
太安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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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1-990-1 (平裝)
857.7

神祕主義至上!為女王獻上膝蓋 / 一
路煩花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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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014-5 (第 1 冊:平裝)
857.7
迷途 / 年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星
巡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141-4-5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6141-5-2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141-6-9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141-7-6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141-8-3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1419-0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6143-0-5 (全套:平裝)
857.7

雪中悍刀行. 第二部. 上. 二, 劍仙盡
低眉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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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1-991-8 (平裝)
857.7
雪中悍刀行. 第二部. 上. 三, 新桃換
舊符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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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1-992-5 (平裝)
857.7
雪中悍刀行. 第二部. 上. 四, 杯酒賀
新涼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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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1-994-9 (平裝)
857.7

差強人意 / 明起明滅作 .-- 初版 .-- 嘉
義市 : 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250
面; 21 公分 .-- (蘭陵集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5537-23-4 (平裝) NT$300
857.7

將軍夫人是影后 / 無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 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0401E1004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076-6
(上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527-077-3 (下冊:平裝) NT$280
857.7

針愛小神醫 / 迷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冊 .-- (文創風) .-- ISBN 978-986-509189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
978-986-509-190-3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191-0 (第
3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
黑天 / 木蘇里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
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37-41-8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330 .-- ISBN 978-986-5537-42-5 (中
冊 : 平 裝 ) NT$330 .-- ISBN 978-9865537-43-2 ( 下 冊 : 平 裝 ) NT$330 .-ISBN 978-986-5537-44-9 (全套:平裝)
857.7

馬踏天下 / 槍手一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52-999-

無名之歷 / 阿米娜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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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59-73-1 (平裝) NT$200
857.7
掌事嬌媳 / 西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00501-E100504) .-ISBN 978-986-527-078-0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079-7 (卷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080-3 (卷 3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86-527-081-0 (卷 4:平裝) NT$270
857.7
無路可退 / 北南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威向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架空
之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- ISBN 978-986505-166-2 (全套:平裝)
857.7
無顏福妻 / 柴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(文創風) .-- ISBN 978-986-509-192-7
(上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09-193-4 (下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喜歡你,很久很久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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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008-4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009-1 (下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010-7
(全套:平裝)
857.7
禁止存檔 / 年終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星巡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090-4-2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0-5-9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0-6-6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0-7-3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08-0 (全套:平裝)
857.7
跨界演員 / 北南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
田文文創出版社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7328-9-5 (全套:平裝)
857.7
滄狼行 / 指雲笑天道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52-9910 (第 11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86-352-992-7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352-993-4 (第
13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352-994-1 (第 14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352-995-8 (第 15 冊:平
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352-9965 (第 16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86-352-997-2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352-998-9 (第
18 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
囂張 / 巫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沒
譜文化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- (巫哲
作品) .-- ISBN 978-986-5550-10-3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-11-0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12-7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50-13-4 (全套:平裝)
857.7

福運莽妻 / 山有木兮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 冊 .-- (文創風) .-- ISBN 978-986-509197-2 (上冊: 平裝) NT$260 .-- ISBN
978-986-509-198-9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260
857.7

陳墨 : 人物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52972-9 (上冊: 平裝) NT$320 .-- ISBN
978-986-352-973-6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
撲倒王爺有蜜方 / 檀溪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1 .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99801-E99803) .-ISBN 978-986-527-054-4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055-1 (卷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056-8 (卷 3:平裝) NT$270
857.7
獵戶家的小嬌娘 / 云期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 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1101E1011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089-6
(上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527-090-2 (下冊:平裝) NT$280
857.7
簪纓問鼎 / 捂臉大笑作 .-- 初版 .-- 嘉
義市 : 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1 .-- 冊 .- (蘭陵集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53709-8 (卷 5:平裝) NT$330 .-- ISBN 978986-5537-10-4 (卷 6:平裝) NT$330 .-ISBN 978-986-5537-11-1 (卷 7:平裝)
NT$330
857.7
寵后之路 / 毛毛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冊 .- (藍海系列 ; E196-1-E196-5) .-- ISBN
978-986-527-063-6 ( 卷 1: 平 裝 )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527-064-3 (卷
2:平裝) NT$360 .-- ISBN 978-986-527065-0 (卷 3:平裝) NT$360 .-- ISBN 978986-527-066-7 (卷 4:平裝) NT$360 .-ISBN 978-986-527-067-4 (卷 5:平裝)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527-068-1 (全
套:平裝)
857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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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墨 : 文化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52974-3 (上冊: 平裝) NT$320 .-- ISBN
978-986-352-975-0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陳墨 : 另類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9-11-0 (平裝) 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陳墨 : 形象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914-1 (上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86-5589-15-8 (下冊:平裝) 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陳墨 : 改編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918-9 (上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86-5589-19-6 (下冊:平裝) 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陳墨 : 初探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9-09-7 (平裝) 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
陳墨 : 武學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9-10-3 (平裝) 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陳墨 : 浪漫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912-7 (上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86-5589-13-4 (下冊:平裝) 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陳墨 : 細讀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916-5 (上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86-5589-17-2 (下冊:平裝) 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陳墨 : 增補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9-20-2 (平裝) 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陳墨 : 藝術金庸 / 陳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52976-7 (上冊: 平裝) NT$320 .-- ISBN
978-986-352-977-4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320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
兒童文學
口袋神探. 1, 音樂教室的神祕琴聲 /
凱叔作 ; 子鵺坊插畫, 韓冰繪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口袋
神探 ; 1) .-- ISBN 978-957-521-456-2
(平裝) NT$300
859.6
團圓禮物 / 七色王國編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 11003 .- 16 面; 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8-63-8 (精裝) NT$600
859.7
天啊!天才! / 徐萃, 姬炤華文.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3 .-- 40 面; 25X26 公分 .- (小魯創作繪本 ; AOP071) .-- ISBN
978-986-5566-13-5 (精裝) NT$320
859.9

東方文學
(新譯)海野十三 : 回到未來 : 收錄<千
年之後的世界>、<大腦手術>等對
未知世界的奇想 / 海野十三著 ; 侯詠
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紅通通文化
出版社出版 :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256 面; 19
公分 .-- (掌上小劇場 ; 24) .-- ISBN
978-986-97822-8-9 (平裝) NT$320
861.57
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
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! /
天河信彥作 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289-3 (第 1 冊:平裝)
861.57
TRPG 玩家在異世界打造最強角色 :
獻給亨德森的福音 / Schuld 作 ; 林其
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5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23-1 (第 1 冊:
平裝)
861.57
一不小心就和魔法師契約結婚了. 1,
不可思議的丈夫&甜蜜的同居生活 /
三萩千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
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Dear ; 1) .-- ISBN 978-95733-3670-9 (平裝)
861.57
二人生活 / 櫻木紫乃著 ; 劉子倩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80 面; 19 公
分 .-- (藍小說 ; 299) .-- ISBN 978-95713-8592-1 (平裝) NT$350
861.57
乃木坂明日夏的祕密 / 五十嵐雄策
作 ; 何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96 面;
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284-8 (第
3 冊:平裝)
861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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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丑之花 / 太宰治著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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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60-9 (平裝)
NT$360
861.57
大地之子 / 山崎豐子(Yamasaki)著 ;
章蓓蕾, 王華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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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3 .-- 冊 .-- (日本暢銷小說 ; 6769) .-- ISBN 978-986-344-875-4 (上冊:
平裝) NT$360 .-- ISBN 978-986-344876-1 (中冊: 平裝) NT$420 .-- ISBN
978-986-344-877-8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420 .-- ISBN 978-986-344-878-5 (全
套:平裝)
861.57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 / 三嶋与夢作 ; 王啟華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87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18-7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(限定版). 2 / 三嶋与夢作 ; 王啟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7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19-4 (平裝)
861.57
小狐狸們開飯囉!稻荷神吃飽飽 / 松
幸果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
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mild ; 34) .-- ISBN 978-957-333669-3 (平裝)
861.57
六四 / 橫山秀夫作 ; 葉廷昭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4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(小說緣
廊 ; 21) .-- ISBN 978-986-133-755-5 (平
裝) NT$520
861.57
少年陰陽師. 51, 百鬼覺醒 / 結城光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(少年陰陽師 ; 51) .-- ISBN 978-95733-3671-6 (平裝)
861.57
反派千金等級 99 : 我是隱藏頭目但
不是魔王 / 七夕さとり作 ; 王啟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24-8 (第 1 冊:
平裝)
861.57
冰川老師想交個宅宅男友. 第二堂課
/ 篠宮夕作 ; 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52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288-6 (平裝)
861.57
艾梅洛閣下 II 世事件簿 / 三田誠原
作 ; K.K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16 面;
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279-4 (第
8 冊:平裝)
861.57
回答我吧!關於學長的 100 個問題 /
兎谷あおい作 ; 馮鈺婷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28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287-9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: 即死魔法與
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/ 月夜淚作 ;
捲毛太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0 面;
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280-0 (第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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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38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20-0 (第 11 冊:平裝)
861.57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(特別版). 11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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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86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21-7 (平裝)
861.57
我的幸福婚約 / 顎木あくみ作 ; 許婷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) .-ISBN 978-986-524-274-9 (第 1 冊:平裝)
861.57

里亞德錄大地 / Ceez 作 ; 林于楟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90 面; 19 公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286-2 (第 3 冊:平裝)
861.57
怕痛的我,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/ 夕
蜜柑作 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3 .-冊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281-7 (第 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-282-4 (第 9 冊:
平裝)
861.57
奇蹟寄物商. 2, 桐島的青春 / 大山淳
子著 ; 許展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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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楽読 ; 18) .-- ISBN 978-986-5509-61-3
(平裝) NT$380
861.57
奇蹟寄物商. 3, 她的青鳥 / 大山淳子
著 ; 許展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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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楽
読 ; 19) .-- ISBN 978-986-5509-62-0 (平
裝) NT$360
861.57
流浪的月 / 凪良汐著 ; 王華懋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44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132-9 (平裝) NT$360
861.57
美麗的愚者 / 原田舞葉著 ; 劉子倩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6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22-5 (平
裝) NT$520
861.57
原世界第 1 的副角色育成日記 : 廢人
玩家,異世界攻略中 / 沢村治太郎作 ;
許國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22-4 (第
1 冊:平裝)
861.57
宵物語 / 西尾維新作 ; 哈泥蛙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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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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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尖端出版發行, 11003 .-- 364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75-8 (平裝)
861.57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/ 健之字作 ; 許昆
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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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8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99-4 (第 1 冊:
平裝)
861.57
異世界國家阿爾奇美拉 : 最弱之王
與無雙大軍 / 蒼乃曉作 ; 某ㄚ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44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2-912-5 (第 1 冊:平裝)
861.57
異世界國家阿爾奇美拉 : 最弱之王
與無雙大軍(限定版). 1 / 蒼乃曉作 ;
某ㄚ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48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13-2 (平裝)
861.57
異世界悠閒農家 / 內藤騎之介作 ;
Seek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56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283-1 (第 6
冊:平裝)
861.57
被虐的諾艾兒 Movement. 3 : Family of
''VERDE'' / カナヲ原作 ; 諸口正巳作 ;
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42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285-5 (平裝)
861.57
終將成為妳 : 關於佐伯沙彌香 / 入間
人間作 ; 何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0
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290-9 (第
3 冊:平裝)
861.57
間諜教室. 1 : 「花園」百合 / 竹町作 ;
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6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291-6 (平裝)
861.57

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? / 駱駝
作 ; 邱鍾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4-276-3 (第 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-277-0 (第 10
冊:平裝)
861.57

賢者之孫. 11, 一騎當千的新英雄 / 吉
岡剛作 ; 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
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278-7 (平
裝)
861.57

新宿的貓 / 多利安助川著 ; 黃毓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21-8 (平
裝) NT$420
861.57

賢勇者艾達飛基.齊萊夫的啟博教覽 :
愛徒沙優娜的心癢癢冒險樂園 / 有
象利路作 ; 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360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292-3 (第
1 冊:平裝)
861.57

傳達愛意,就照左側內容執行 : 六個
關於家的恐怖故事 / 澤村伊智著 ; 徐
欣怡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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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恠 ; 23) .-- ISBN 978-9865580-01-8 (平裝) NT$320
861.57
對不起 / 日高由香作 ; 羅愷旻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尖端出版出版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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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77-2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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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2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149 (第 3 冊:平裝)
861.57

熱帶 / 森見登美彥著 ; 高詹燦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
學森林 ; LF0142) .-- ISBN 978-98699687-5-1 (平裝) NT$500
861.57
熱源 / 川越宗一作 ; H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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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6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74-1 (平裝)
861.57
輸不起 : 13 GAME / 日高由香作 ; UII
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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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04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76-5 (平
裝)
861.57

861.57
歡迎來到難攻不落的魔王城 : 認定
不需負面狀態而被踢出勇者隊伍的
黑魔導士,被魔王軍招攬為最高幹部
(限定版). 1 / 御鷹穗積作 ; 劉仁倩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384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2-917-0 (平裝)
861.57
戀人們的森林 / 森茉莉著 ; 王華懋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Muses) .-- ISBN 978-957-053302-6 (平裝) NT$320
861.57
一年級大個子.二年級小個子 / 古田
足日原著 ; 陳美燕繪圖 ; 彭懿翻譯 .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(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; BNP33R) .-ISBN 978-986-5566-14-2 ( 平 裝 )
NT$320
861.596
充滿祕密的魔石館. 1 : 藏在戒指裡的
紅眼惡魔 / 廣嶋玲子作 ; 佐竹美保繪 ;
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童心園 ; 175) .-- ISBN 978986-507-277-3 (平裝) NT$320
861.596
找回勇氣的圓舞曲 / 長洲光樹作 ; 王
蘊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(金獎小說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338-381-9 (精裝) NT$260
861.596

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
過去成了傳說。(限定版). 3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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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3 .-- 3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15-6 (平裝)
861.57

雖然店長少根筋 / 早見和真作 ; 洪于
琇譯 .-- 一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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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72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4014 (平裝)
861.57

科學偵探謎野真實. 6, 科學偵探 vs.妖
魔之村 / 佐東綠, 木滝理真, 田中智章
著 ; 木木(Kiki)繪 ; 黃薇嬪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(動小說) .-- ISBN 978986-5503-99-4 (平裝) NT$350
861.596

熊熊勇闖異世界 / くまなの作 ; 王怡
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54 面; 19 公
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275-6 (第 13 冊:平
裝)
861.57

歡迎來到難攻不落的魔王城 : 認定
不需負面狀態而被踢出勇者隊伍的
黑魔導士,被魔王軍招攬為最高幹部
/ 御鷹穗積作 ; 劉仁倩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8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16-3 (第 1 冊:平裝)

科學偵探謎野真實. 7, 科學偵探 vs.超
能力少年 / 佐東綠, 石川北二, 木滝理
真, 田中智章著 ; 木木(KIKI)繪 ; 黃薇
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動小說)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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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986-5863-89-0 ( 平 裝 )
NT$350
861.596
貓計程車司機 / 南部和也文 ; 佐藤彩
圖 ; 鄭淑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88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338-383-3 (平裝) NT$230
861.596
明明啊明明 / 吉竹伸介作 ; 許婷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495-4 (精裝)
861.599
想飛上天的兔老大 / Q-rais 作 ; 許婷
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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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(小麥田繪本館 ; 1) .-- ISBN
978-957-8544-50-5 (精裝) NT$340
861.599
貓咪要打針 / 間所壽子文 ; 渡邊有一
繪 ; 思謐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3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43-7 (精裝) NT$280
861.599
貓咪看家 / 町田尚子文.圖 ; 上誼編輯
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實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01-8 (精裝)
NT$320
861.599
貓熊值日生 一日貓熊 / 大塚健太文 ;
日下美奈子圖 ; 劉握瑜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(繪本 ;
268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03854-0 (精裝) NT$300
861.599
反貞女大學 / 三島由紀夫著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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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3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59-3 (平裝) NT$380
861.67
寫給天堂媽媽的情書 / 母親節追思
合作夥伴著 ; 黃筱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0-128-2 (平裝) NT$300

861.67
PAINT : 面試完美父母 / 李喜榮著 ;
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(Story ; 39) .-- ISBN
978-957-13-8630-0 (平裝) NT$390
862.57
外面是夏天 / 金愛爛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凱特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- (愛小說 ;
87) .-- ISBN 978-986-97345-9-2 (平裝)
NT$350
862.57
我們的幸福時光 / 孔枝泳著 ; 邱敏瑤
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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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96 面;
21 公分 .-- (Hit 暢小說 ; 36) .-- ISBN
978-986-344-874-7 (平裝) NT$320
862.57
印度寓言集 : 神加了逗號的地方,別
畫下句點。 / 柳時和著 ; 賴姵瑜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Style ;
48) .-- ISBN 978-986-5548-52-0 (平裝)
NT$360
862.58
不要想東想西,認真聽! / 徐寶炫作 ;
孫正炫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
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004 .-- 32 面 ;
26X24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75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58-6 (精裝)
NT$320
862.599
好想玩手機! / 李敏煛作 ; 裴賢珠繪 ;
林侑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
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 面;
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274-533-5 (精裝)
862.599
冰箱家族 / 尹貞珠作.繪 ; 林建豪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4 面; 27 公分 .-(童心園系列 ; 170) .-- ISBN 978-986507-266-7 (精裝) NT$320
862.599
幫助牙刷人 / 丁希在作 ; 朴宣映插圖 ;
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 面;
27 公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71) .-- 注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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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ISBN 978-986-507-267-4 (精裝)
NT$320
862.599
那些韓劇教我的事 : 一本書,帶你一
起領略 42 部韓劇經典對白,體驗 1000
小時的人生精華 / 鄭德賢著 ; 葛瑞絲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出版
社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8-7-1 (平裝)
NT$399
862.6
大海融入一滴 : 卡比爾詩選 / 卡比爾
著 ; 鍾七條, 智嚴, 張玉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妙高峰上文化, 11002 .-- 208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69-22 (平裝) NT$280
867.51
達魯的愛心樹 = Daru's beloved tree /
Yuniar Khairani 文 ; Mira Widhayati 圖 ;
莊靜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 面; 29 公
分 .-- (小米粒 ; 42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99917-3-5 (精裝) NT$300
868.9599

臺灣文學
臺灣文學論叢. 10 / 王惠珍主編 .-- 第
一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
文學研究所, 10912 .-- 26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424-9-5 (平裝)
NT$300
1.臺灣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集
863.07
躍界 X 臺灣 X 文學 : 全國臺灣文學
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第 17 屆 /
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
研究所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
臺灣文學館, 11002 .-- 598 面; 21 公
分 .-- (臺文館叢刊 ; 66) .-- ISBN 978986-532-292-2 (平裝) NT$360
1.臺灣文學 2.文集 863.07
戰後臺灣文學理論史 / 古遠清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(文學研究叢書. 臺灣文學叢刊 ;
810015) .-- ISBN 978-986-478-440-0 (精
裝) NT$500
1.臺灣文學史 2.文學評論 863.09
阿米巴詩學 : 論曾貴海與江自得詩
作 = Amoeba poetics : criticisms on

poems by Zeng Guihai and Jiang Zide /
唐毓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2-07-4 (平裝)
NT$300
1.曾貴海 2.江自得 3.臺灣詩 4.詩評
863.21
金門青少年文學獎徵文比賽獲獎作
品集. 109 年第一屆 .-- 初版 .-- 金門
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政府, 11001 .-- 21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033 (平裝) NT$250
863.3
梅川傳統文化學會會刊. 第二十輯 /
王美懿主編 .-- 臺中市 : 社團法人中
華民國梅川傳統文化學會, 11001 .-112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7530-2-9 (平裝)
863.3
雲林文化藝術獎 : 文學獎得獎作品
集, 短篇小說/報導文學. 第十六屆 /
陳璧君總編輯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
林縣政府, 11001 .-- 216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25-93-7 ( 平 裝 )
NT$250
863.3
Re:是混合的 05:11(六小時前) / 詹恩
著 .-- 臺中市 : 野穢, 11001 .-- 225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9-0-4 (平
裝) NT$650
863.4
二行詩九十六首 / 張燦文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張燦文, 11003 .-- 140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379 (精裝) NT$200
863.51
*子 青 詩作 選 : 溺之 邊境 = Poetry
collection : a border of drowning / 魯子
青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禾田人文出
版社, 11002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22-1-3 (平裝) NT$400
863.51
*我把自己變成一封信貼在街上 / 徐
心潔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徐心潔,
11001 .-- 20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524-9 (平裝) NT$320
863.51
我們被孤獨起底 / 林瑞麟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

- (聯合文叢 ; 674) .-- ISBN 978-986323-370-1 (平裝) NT$300
863.51
那麼,也許我會希望世界毀滅 : 讓我
們回到海裡,重新期待愛情 / 壹捌零
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01-9 (平裝)
863.51
疫情的人生智慧 : 隨興散文詩 / 陳明
璋著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經營
管理研究院基金會, 11001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971-9-0 (平
裝) NT$500
863.51
風球詩社詩選集 / 風球詩社編輯群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球出版社,
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87888-62 (第 1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87888-7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86-87888-8-6 (第 3 冊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87888-93 (第 4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06150-0-5 (第 5 冊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86-06150-1-2 (第 6 冊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6150-29 (全套:平裝)
863.51
柳園吟稿 / 楊君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738 面; 23 公分 .-- (文化生活
叢書. 詩文叢集 ; 1301057) .-- ISBN
978-986-478-441-7 (平裝)
863.51
梅門詩集 / 陳履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陳蓉萱, 11002 .-- 7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550-8 (平裝)
863.51
然後呢...... / Joyce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磐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3-0-4 (平裝) NT$450
863.51
無益齋詩詞集 / 周學武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02 .-- 25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6-1578-1 (平
裝) NT$400
863.51
詩が語る郷土への思い 鄉土詩情 :
曾貴海詩選集 / 曾貴海著 ; 佐藤敏洋,
張月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良出
82
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76 面; 19 公
分 .-- 中 日 對 照 .-- ISBN 978-98699526-5-1 (平裝) NT$350
863.51
詩控餐桌 / 亮孩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
竹北市 : 亮語文創教育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34 面; 19 公分 .-- (詩星 ; 2) .- ISBN 978-986-97664-3-2 ( 平 裝 )
NT$280
863.51
藝思淨美 : 黃圻文詩樂園 / 黃圻文
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臺灣音.
悅工場, 10912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0973-8-3 ( 平 裝 )
NT$600
863.51
曠遠迷茫 : 詩的生與死 = Life and
death of poetry / 蘇紹連作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
文學類)(秀詩人 ; 80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326-886-4 ( 平 裝 )
NT$200
863.51
母親的肖像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03 .-- 386 面; 21 公分 .- (徐訏文集. 戲劇卷 ; 2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446-4 ( 平 裝 )
NT$470
863.54
自由新鎮 1.5 舞台劇劇本書 : 戀愛之
神與祂的背叛者們 / 林孟寰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624-8 (平裝)
863.54
燈尾集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(徐訏文集. 戲劇卷 ; 1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445-7 ( 平 裝 )
NT$450
863.54
鵲橋的想像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03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 (徐訏文集. 戲劇卷 ; 3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447-1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4
女人心 / 粉妹, 君靈鈴, 葉櫻合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
公司, 11001 .-- 1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21-2 (平裝) NT$260
863.55

精品 ; 29) .-- ISBN 978-986-99542-4-2
(平裝) NT$300
863.55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5-1476-3 (平
裝) NT$300
863.55

小毛病 / 吳妮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方法 ; 189) .- ISBN 978-986-06075-0-5 ( 平 裝 )
NT$350
863.55

流浪巢間帶 / 徐禎苓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人間叢書 ; 316) .-- ISBN 978-957-138570-9 (平裝) NT$380
863.55

給人生的道歉書 / 陳銘磻作 .-- 臺北
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叢 ;
675) .-- ISBN 978-986-323-371-8 (平裝)
863.55

心情故事 / 倪小恩, 曼殊, 黃萱萱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3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75-14-4 ( 平 裝 )
NT$270
863.55

風景 : 昨日的,今日的 / 雷驤著.繪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40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836-7-2 (精裝) NT$1000
863.55

開卷如開芝麻門 : 余光中精選集 / 余
光中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00 面; 21
公分 .-- (余光中作品集 ; 30) .-- ISBN
978-986-450-329-2 (平裝) NT$300
863.55

故鄉文化之旅 / 于德湖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宏冠出版社, 11001 .-- 24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92-3-4 (平
裝) NT$450
863.55

棒棒糖的滋味 / 宋瓊珠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藍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41-0-8 (平裝)
863.55

病人在說話 / 虞和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,
11001 .-- 4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5-18-2 (平裝) NT$560
863.55

微塵往事 / 陳國泰著 ; 蘇慶田圖 .-- 屏
東縣潮州鎮 : 陳國泰, 10912 .-- 3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497-6 (平
裝)
863.55

浮生若夢 / 芸芸, 君靈鈴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1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23-6 (平裝) NT$260
863.55

嘗不住的滋味與想念 / 臺南社區大
學土道公民寫作社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臺南社區大學土道公民寫作社,
11001 .-- 85 面; 30 公分 .-- (土道 ; 12) .- ISBN 978-986-98705-1-1 ( 平 裝 )
NT$60
863.55

*古月照今塵 / 王端正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
110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726-98-0 (平裝)
863.55
古月照今塵 / 王端正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
基金會, 110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938-2-1 ( 平 裝 )
NT$320
863.55
母與子心靈小語 / 褚宗堯著 .-- 新竹
市 : 財團法人褚林貴教育基金會 ,
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母慈子
孝 ; 7) .-- ISBN 978-986-88653-6-5 (平
裝) NT$350
863.55
吃了一口的巧克力甜甜圈 / 池野正
一(池野武)文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
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1 .-- 9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10-9 (平裝)
NT$150
863.55

娑婆菩提 : 黃圻文生命定省手札 / 黃
圻文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臺
灣音.悅工場, 10912 .-- 21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9-0-0 (平裝)
NT$480
863.55

吹不散的人影 / 蔣濟翔著 .-- 初版 .-[新北市] : 蔣濟翔, 11001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34-8 (平裝)
863.55

倍萬自愛 : 學著蘇東坡愛自己.享受
快意人生 / 衣若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方法 ;
191) .-- ISBN 978-986-06075-1-2 (平裝)
NT$380
863.55

物裡學 = Thing-ology / 李明璁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walk ; 24) .-- ISBN 978-986-5549-44-2
(精裝) NT$580
863.55

校園軼事 / 林口澤北, 君靈鈴, 葉櫻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2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75-15-1 ( 平 裝 )
NT$260
863.55

風吹蒿萊 : 駐村筆記 / 范劍鳴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原創

峽壁渡河散記 / 林川夫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武陵出版社, 11002 .-- 206 面;
83

審美你的孤獨 : 古典詩詞的美麗與
哀愁 / 張曼娟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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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張曼娟藏
詩卷 ; 8) .-- ISBN 978-986-344-884-6
(平裝) NT$380
863.55
踢銅罐仔的人 / 黃春美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聯
合文學 ; 676) .-- ISBN 978-986-323372-5 (平裝) NT$320
863.55
矍鑠看世界 / 孔慶棣選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(介青
齋手記 ; 第 13 輯) .-- ISBN 978-986449-215-2 (平裝)

863.55
讀書與生活 / 琦君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211 面; 21 公分 .-- (品味經典) .-ISBN 978-957-14-7151-8 (平裝)
863.55
三十一而已 / 雪倫湖, 曼殊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11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20-5 (平裝) NT$250
863.57
大象死去的河邊 / 黃錦樹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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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(麥田文學 ; 318) .-- ISBN 978-986344-885-3 (平裝) NT$380
863.57
牙醫偵探 : 網紅迷蹤 / 海盜船上的花
著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要 有 光 ,
11002 .-- 202 面; 21 公分 .-- (要推理 ;
83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699263-6 (平裝) NT$260
863.57
正午 / 小惑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要有光, 11003 .-- 246 面; 21 公分 .-(要小說 ; 3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6992-64-3 (平裝) NT$300
863.57
北之國 = Northern empire / 莫斯卡托
作 .-- 新北市 : 凱薩 GLORY, 11002 .-164 面; 21 公分 .-- (異品集) .-- ISBN
978-986-98999-8-7 (平裝)
863.57
巨蟲來襲 / 藍色水銀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,
11001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5-19-9 (平裝) NT$310
863.57
老公是乖寶 / 石秀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1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65-4 (平裝) NT$190
863.57
再嫁良緣 / 千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0701) .-ISBN 978-986-527-084-1 ( 平 裝 )
NT$320
863.57

*有爾足矣 / 斐然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淬書客工作室, 11001 .-- 冊 .-ISBN 978-957-43-8499-0 (上卷:平裝)
NT$220 .-- ISBN 978-957-43-8500-3 (下
卷:平裝) NT$220 .-- ISBN 978-957-438501-0 (全套:平裝)
863.57
沒有勇氣對你說 / 明士心, 藍色水銀,
君靈鈴, 汶莎, 六色羽, 葉櫻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11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16-8 (平裝) NT$250
863.57
邪佞相公的心寵 / 唐梨作 .-- 初版 .-[彰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0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8-64-7 (平裝) NT$190
863.57
我的家教男友 / 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
版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
工作室發行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紅櫻桃 ; 1469) .-- ISBN 978-986335-642-4 (平裝) NT$220
863.57
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 / 逢時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- (說
故事 ; 14) .-- ISBN 978-986-06047-2-6
(平裝) NT$350
863.57
別送 / 鍾文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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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3 .-- 680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小說
家 II ; 31) .-- ISBN 978-986-344-879-2
(平裝) NT$699
863.57
攻略目標是老公 / 花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花園系
列 ; G2904) .-- ISBN 978-986-98030-90 (平裝) NT$260
863.57
你被遺忘在夏天裡 / A.Z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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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272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411-9-8 (平裝) NT$270
863.57
84

妻奴 / 金晶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縣福興
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1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66-1 (平
裝) NT$190
863.57
花晨月夕 / 藍斯作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
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夜幕低垂 ;
B179) .-- ISBN 978-986-99792-2-1 (平
裝) NT$300
863.57
花開千紅 / 宋語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96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99901) .-ISBN 978-986-527-057-5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抱歉,我討厭我的孩子 / 四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鏡小說 ;
45) .-- ISBN 978-986-06113-0-4 (平裝)
NT$360
863.57
星之森 / 吳皓瑋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02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(釀奇幻 ; 5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450-1 (平裝) NT$270
863.57
*看見雪的日子 / 晨羽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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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98699411-7-4 (平裝) NT$320
863.57
為你補妝. 二, 手足情深 / 王竹語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王竹語出版社,
1100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30-2-3 (平裝) NT$299
863.57
為你補妝. 三, 復仇之路 / 王竹語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王竹語出版社,
1100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30-3-0 (平裝) NT$299
863.57
陌夏安然 / 夏洛夕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原創 POP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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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PO 小說 ; 53) .-- ISBN 978-98699230-6-4 (平裝) NT$280

863.57
南境之后 / 寄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0601) .-ISBN 978-986-527-082-7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桃花密探 / 綠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99501) .-ISBN 978-986-527-052-0 ( 平 裝 )
NT$290
863.57
鬼新娘 / 千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霓幻鑰系列 ;
K6101) .-- ISBN 978-957-8696-32-7 (平
裝) NT$260
863.57
留燈 / 安謹作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北
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(夜幕低垂 ; B180) .- ISBN 978-986-99792-3-8 ( 平 裝 )
NT$360
863.57
偶.遇 / 籬籬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236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047-1-9 (平裝) NT$300
863.57
*甜蜜與卑微 : 40 年的守候,換得一個
回眸 / 郭強生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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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9-867-1 (平裝) NT$420
863.57
被遺忘的埃及. V : 重生 / Ruowen
Huang 著.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1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9-78-6 (平
裝) NT$450
863.57
喜上眉梢 / 雷恩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0801) .- ISBN 978-986-527-083-4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*惡役伯爵調教日記 / 帝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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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361-9994 (第 3 冊:平裝) NT$220
863.57
黃泉委託人 : 逆天行動 / 龍雲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龍雲作品) .-- ISBN 978-957-741-3239 (平裝) NT$180
863.57
惡靈謎宮 / 天地無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(鏡小說 ; 44) .-ISBN 978-986-99502-9-9 ( 平 裝 )
NT$380
863.57
暖心食堂 / 陽光晴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1 .-320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997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053-7
(平裝) NT$300
863.57
愛情有邏輯嗎? / 君靈鈴, 葉櫻合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22-9 (平裝) NT$210
863.57
想甜你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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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
桃 ; 1469) .-- ISBN 978-986-335-643-1
(平裝) NT$210
863.57
傷停時間 / 王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Story ;
39) .-- ISBN 978-957-13-8537-2 (平裝)
NT$380
863.57
暗戀 Carzy / Misa, Sophia, 笭菁, 晨羽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All About Love) .-- ISBN 978957-741-324-6 (平裝) NT$180
863.57
說了愛以後(2021 珍藏版) / 尾巴著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戀物語 ;
85

1) .-- ISBN 978-957-658-494-7 (平裝)
NT$330
863.57
慕晚萩 / 徐磊瑄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02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(釀愛情 ; 1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449-5 (平裝) NT$320
863.57
誰說殺手不可以談戀愛 / 摸西摸西
作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要 有 光 ,
11001 .-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
7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699262-9 (平裝) NT$350
863.57
獨木舟獨立事件簿 / 楊家豪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2 .-- 244
面; 21 公分 .-- (釀冒險 ; 45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444-0 (平裝)
NT$300
863.57
親愛的,請標記我吧 / 洛玥淺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3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
度 書 系 ) .-- ISBN 978-986-505-167-9
(平裝) NT$260
863.57
燕燕于飛 / 季可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0201) .- ISBN 978-986-527-071-1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離散之星 / 豎旗海豹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釀出版, 11002 .-- 206 面; 21 公
分 .-- (釀奇幻 ; 53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445-442-6 (平裝) NT$260
863.57
繼妻如寶 / 春野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1001) .- ISBN 978-986-527-088-9 ( 平 裝 )
NT$270
863.57
*聽月亮在你心裡唱歌 / Mis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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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11-8-1 (平裝) NT$270
863.57

彰化縣臺灣母語創作徵文比賽優秀
作品專輯. 一 0 九學年度 .-- 彰化市 :
彰化縣政府, 11001 .-- 17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3-99-5 (平裝附
光碟片)
863.58
可愛的臉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15-3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我ㄐㄧㄡˋ是帥 : 壞東西救援小隊 /
王華文 ; 蔡兆倫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28 面;
21 公分 .-- (小兵故事百匯. II ; 20) .-ISBN 978-986-5581-03-9 ( 平 裝 )
NT$230
863.596
妙妙管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16-0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我的手我的腳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3 .-- 38 面 ;
25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443-717-7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青春.是一首練習曲 / 陳素宜著 ; 灰塵
魚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6 面; 21
公分 .-- (散文館 ; 44) .-- ISBN 978-986449-220-6 (平裝) NT$260
863.596
紅色小布包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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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 (故事館 ; 69) .-- ISBN 978-986-449219-0 (平裝) NT$280
863.596
洞洞樂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37-5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時光小學. 二 : 獨角仙爸爸.便利貼媽
媽 / 王文華著 ; 王秋香繪 .-- 一版 .--

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,
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51-865-1 (平裝) NT$280
863.596
砲來了,金門快跑! / 張友漁文 ; 陳一
帆圖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四也文化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福爾摩沙冒險小說 ; 2) .-- ISBN
978-986-99149-7-0 (平裝) NT$290
863.596
神祕谷 / 李潼文 ; 吳善琪圖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0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福爾摩沙
冒險小說 ; 126B) .-- ISBN 978-98699149-6-3 (平裝) NT$250
863.596
神祕盒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18-4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動物好朋友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22-1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動物寶貝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 面; 25X2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23-8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單車迷魂記 / 廖炳焜作 ; 廖若凡繪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(小魯勁小說) .-- ISBN 978-986-556616-6 (平裝) NT$300
863.596
瑞比和安弟的樹洞狂想 = Fantastic
tree cave adventure / 謝欣芷, 周羿辰文
字 ; 哇哈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
潮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32 面; 20X2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92275-9-9 (精裝) NT$300
863.596
跟阿嬤去賣掃帚 / 簡媜文 ; 黃小燕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60 面; 24X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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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(臺灣真少年) .-- ISBN 978957-32-8976-0 (精裝) NT$360
863.596
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 : 長不高大人
晏嬰秀機智 / 王文華作 ; 王秋香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102 面; 21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- ISBN
978-986-5863-92-0 (平裝) NT$320
863.596
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 : 結巴貴公子
韓非說故事 / 王文華作 ; 陳虹伃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112 面; 21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- ISBN
978-986-5593-00-1 (平裝) NT$320
863.596
賴床鬼的故事 / 林加春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少年, 11003 .-- 82 面; 21
公分 .-- (兒童文學 ; 55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99614-3-1 ( 平 裝 )
NT$220
863.596
小蜜蜂音樂會. 1 / 微笑先生文 ; 王秋
香, 薛慧瑩, 劉小屁, AUNT WU 圖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 面; 37 公分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-768-9 (平
裝)
863.598
小蜜蜂音樂會. 2 / 微笑先生文 ; Aunt
Wu, 王書曼, 薛慧瑩, 杜冠臻, WaHa
Huang 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
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 面;
3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443-772-6 (平裝)
863.598
小瓢蟲愛唱歌 / 微笑先生文 ; 薛慧瑩,
陳佳蕙, 游佳惠, 黃祈嘉, 杜冠臻圖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 面; 21X20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28-3 (第 1 冊:精裝) NT$250
863.598
小瓢蟲愛唱歌 / 微笑先生文 ; 游佳惠,
薛慧瑩, 黃祈嘉, 杜冠臻, 王書曼圖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 面; 21X20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43764-1 (第 2 冊:精裝)
863.598

一百萬個親親(特別版) / 諶淑婷文 ;
詹廸薾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也是文
創有限公司出版 : 巴巴文化發行,
11001 .-- 4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97-0-7 (精裝) NT$380
863.599
小小音樂家 / 咚東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銀河文化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5504-1 (精裝) NT$350
863.599
上學生活 : 同學基地 / 妙蒜小農作 .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妙蒜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8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015-9-8 (精裝)
863.599
上學生活 : 探索公園 / 妙蒜小農作 .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妙蒜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8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48-0-0 (精裝)
863.599
小鯊魚吉吉 / 劉書瑜文 ; 林傳宗圖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53-18-0 (平裝)
NT$120
863.599
台中樂多多 / Family L'Homme 作 ; 小
莊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飛行船文化
教育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6 面; 3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079-3-0 (精裝)
NT$399
863.599
冬冬的第一次飛行 / 周逸芬文 ; 黃進
龍圖 .-- 四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和英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6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13-7-1 (精裝)
NT$390
863.599
朵朵的禮物 / 楊雅儒作.繪 .-- 屏東縣
滿州鄉 : 屏東縣滿州民謠協進會,
11002 .-- 48 面; 34X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6038-4-4 (精裝) NT$480
863.599
如果愛是一隻貓 / 郭飛飛文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(繪讀) .- ISBN 978-957-14-7149-5 (精裝)
863.599
走哪裡?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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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4 面; 21X3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0036-0 (精裝)
863.599
我跟你是一樣的嗎?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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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8 面;
21X3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6003-5-3 (精裝)
863.599
河馬的大嘴巴 / 陳美玲文 ; 卓昆峰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53-19-7 (平
裝) NT$120
863.599
泡湯真舒服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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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2 面; 21X3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0034-6 (精裝)
863.599
阿媽舊厝有故事 = A story in ama's old
house / 黃萱儀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礁
溪鄉 :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, 10912 .-50 面; 30 公分 .-- (礁溪ㄝ歌台語繪
本) .-- 中英對照;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99913-2-2 (精裝) NT$500
863.599
風從哪裏來 / 古英元作 ; 袁志偉繪
畫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8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59-72-4 ( 精 裝 )
NT$320
863.599
留下 / 臺南市玉井區玉井國民小學
師生故事編寫 ; 江孟璇、呂紜綺、
林珈鈺、楊幸芳、朱品恩、張軒珩、
劉翰杰、黃勁嘉、丁子琪繪圖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玉井區玉井國
民小學, 11001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- (臺
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系列 ;
50) .-- ISBN 978-986-5430-94-8 (精裝)
863.599
高個子怪物布拉 / 童漫秀多媒體股
份有限公司文.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89-3-3 (精裝) NT$360
863.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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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寶的快樂週末 / 童漫秀多媒體股
份有限公司文.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89-2-6 (精裝) NT$360
863.599
麻吉故事家 : 夢幻小屋動手做 / 童郁
文圖 ; 洪詩婷文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
萬吉建設機構, 11001 .-- 2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1-0-5 (精裝)
NT$500
863.599
莫莫的光圈不見了 / ZHU PIN 文.圖 .- 新北市 : 捷克商麋鹿多媒體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307-5-4 (平裝)
863.599
梅嶺的禮物 / 臺南市楠西區楠西國
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; 江佑甄, 江芃
逸, 吳姿慧, 洪玉淳, 江宇翔繪圖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楠西區楠西國
民小學, 11002 .-- 35 面; 22X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30-96-2 ( 精 裝 )
NT$200
863.599
愛生氣的嘟嘟 / 曾若怡作 ; 陳奕喬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
1100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樂讀 ; 9)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085-0-2
(平裝) NT$200
863.599
躲好了沒? / 黃郁欽文.圖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(小魯原
創繪本 ; 31N) .-- ISBN 978-986-556617-3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獅響起 = Anping roaring lions / 臺南市
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師生文.圖 ; 林
汶萱, 林承澤, 陳以彤, 鄭允柔繪圖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
實驗小學, 11002 .-- 68 面; 29 公分 .-(臺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系列 ;
47) .-- ISBN 978-986-5430-95-5 (精裝
附光碟片) NT$300
863.599
臉上有斑的小兔子 / 朱家萱文.圖 .-新北市 : 捷克商麋鹿多媒體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3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307-4-7 (平裝)
863.599

在妳青春該時節 : 張芳慈客華對譯
詩集 / 張芳慈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1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4-269-7 (平裝) NT$360
863.751

午夜圖書館 / 麥特.海格(Matt Haig)作 ;
章晉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253 (平裝) NT$350
873.57

大臺北地區泰雅族口傳故事及習俗 /
朱明珍採訪.整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中國口傳文學學會, 11002 .-- 39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92-2-8 (平
裝) NT$450
863.858

狄更斯鬼怪小說集 / 查爾斯‧狄更
斯編著 ; 余毓淳, 楊瑞賓譯 .-- 二版 .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典藏經
典 ; 20) .-- ISBN 978-986-178-534-9 (平
裝) NT$280
873.57

金黃色的世界 = Cinbwanan na trakis /
楊金富, 楊淑貞, 李香蘭, 黃桂英, 高
日昌, 廖珍琴文字撰稿 ; 許佑祈, 賴培
君圖片繪製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
縣政府, 11001 .-- 48 面; 21X30 公分 .- 賽考利克泰雅語 .-- ISBN 978-9865418-45-8 (精裝) NT$400
863.859
哦-原來如此 = han-kba ma kaca ga / 陳
喜兒, 孔欣怡, 曹天仁, 漪踠.笆尚, 朱
愛美, 梁秀蘭文字撰稿 ; 楊秀蘭圖片
繪製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,
11001 .-- 48 面; 21X30 公分 .-- 宜蘭澤
敖利泰雅語 .-- ISBN 978-986-5418-434 (精裝) NT$400
863.859
誰 爬 到 瀑 布 上 頭 了 ? = ima mnwah
trkax babaw tgliq qaca? / 張政賢, 呂美
花, 李美芳, 黃美蘭文字撰稿 ; 古浩文
圖片繪製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
政府, 11001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四季泰雅語 .-- ISBN 978-986-5418-441 (精裝) NT$400
863.859

西洋文學
論老年.論友誼.論責任 / 西塞羅著 ;
徐奕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436-3 (平
裝) NT$350
871.5
陌生的房客 / 麗莎.傑威爾(Lisa Jewel)
著 ; 吳宜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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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6-019-0 (平裝)
873.4

你沒說的秘密 / 凱瑞.朗絲黛作 ; 吳宗
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07) .-- ISBN 978957-741-325-3 (平裝) NT$399
873.57
克拉拉與太陽 / 石黑一雄著 ; 林宏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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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6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7-990-1 (平
裝) NT$420
873.57
動 物 農 莊 / 喬 治 . 歐 威 爾 (George
Orwell)原著 ; 呂相濡改寫 ; 蘇郁婷繪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;
60) .-- ISBN 978-986-338-382-6 (平裝)
NT$220
873.57
愛瑪 / 珍.奧斯汀(Jane Austen)著 ; 林
劭貞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75 面; 21 公分 .- (典藏經典 ; 34) .-- ISBN 978-986-178535-6 (平裝) NT$390
873.57
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/ 約翰.勒卡雷
(John le Carré)著 ; 董樂山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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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(勒卡雷作品集 ; 7) .-- ISBN 978-986359-865-7 (平裝) NT$450
873.57
勸服 / 珍.奧斯汀(Jane Austen)著 ; 簡
伊婕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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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6 面; 21 公分 .- (典藏經典 ; 133) .-- 經典插圖版 .-ISBN 978-986-178-536-3 ( 平 裝 )
NT$260
873.57
SOS 公主出任務. 3, 尋找失蹤的獅子
/ 寶拉.哈里森(Paula Harrison)作 ; 陳子
萱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44 面; 21 公
分 .-- (Much 讀本 ; 81) .-- ISBN 978957-521-455-5 (平裝) NT$200
873.596
貝多芬與動物們的音樂世界 / Sam
Taplin 作 ; Ag Jatkowska 插畫 ; 黃晨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8-66-9 ( 精 裝 )
NT$600
873.596
格列佛遊記 / 喬納森.斯威夫特
(Jonathan Swift)著 .-- 新北市 : 大智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75-7-6 (平裝)
NT$300
873.596
莫札特與動物們的音樂世界 / Sam
Taplin 作 ; Ag Jatkowska 插畫 ; 黃晨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8-65-2 ( 精 裝 )
NT$600
873.596
魯賓遜漂流記= Robinson crusoe / 丹
尼爾.笛福(Daniel Defoe)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6-793-8 (平裝)
873.596
派弟是個大披薩 / 威廉.史塔克
(William Steig)文.圖 ; 余治瑩翻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32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440-376-9 (精裝)
873.599
這個世界屬於你! / 貝利.福爾斯
(Barry Falls)文圖 ; 劉清彥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74-532-8 (精裝)
873.599

這樣做也沒關係吧! / 貝絲.布瑞肯
(Beth Bracken) 作 ; 理 查 德 . 華 生
(Richard Watson)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
面; 25X25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73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52-4 (精裝)
NT$320
873.599

太陽神試煉. 5, 尼祿之塔 / 雷克.萊爾
頓(Rick Riordan)著 ; 楊馥嘉, 王心瑩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65-4 (平裝)
NT$360
874.57

嘿!我會抓怪獸 / 貝森.伍文(Bethan
Woollvin)文圖 ; 吳寬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iREAD) .-ISBN 978-957-14-7073-3 (精裝)
873.599

永遠的燦爛當下 / 賈斯汀.雷諾茲
(Justin A. Reynolds)著 ; 林師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44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134-3 (平裝) NT$380
874.57

學 校 裡 有 蛇 / 大 衛 . 威 廉 (David
Walliams)著 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
繪 ; 謝雅文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 面; 28X28 公
分 .-- (大衛威廉繪本 ; 4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5582-04-3 ( 精 裝 )
NT$310
873.599

消 失 的 另 一 半 / 布 莉 . 貝 內 特 (Brit
Bennett)著 ; 顏湘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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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暢小說 ;
102) .-- ISBN 978-986-344-881-5 (平裝)
NT$450
874.57

還是我們比較聰明! / 羅伯.哈吉森
(Rob Hodgson)作.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72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54-8 (精裝)
NT$320
873.599
人性反思與敘述魅力 : 嚴歌苓小說
論評 / 李仕芬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278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
PG2532)(文學視界 ; 123) .-- BOD 版 .- ISBN 978-986-326-885-7 ( 平 裝 )
NT$340
1.嚴歌苓 2.小說 3.文學評論 874.57
少年小樹之歌 / 佛瑞斯特.卡特
(Forrest Carter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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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經典新譯版 .-- ISBN 978986-506-002-2 (平裝)
874.57
方城之戰 : 麻將桌上笑看百年中國
史 = Dreaming about mahjong from
Nanjing to Taipei / 郝洛吉, 錢德純作 ;
杜敏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
文創有限公司, 11002 .-- 512 面; 21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51054-1 (平裝) NT$480

874.57

無 星 之 海 / 艾 琳 . 莫 根 斯 坦 (Erin
Morgenstern)著 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書 ; 第 4917 種)(Choice ; 341) .-- ISBN
978-957-33-3673-0 (平裝)
874.57
爺爺的牆 / 伊芙.邦婷(Eve Bunting)文 ;
羅奈德.希姆勒(Ronald Himler)圖 ; 張
淑瓊譯 .-- 二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和
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2 .-- 40 面;
22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13-64 (精裝) NT$320
874.596
冰雪奇緣. 2 : 雪寶愛讀書 / 約翰.愛德
華斯(John Edwards)作 ; 迪士尼繪本美
術團隊插畫 ; 洪琇菁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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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中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2 .-ISBN 978-957-10-9388-8 (精裝)
874.599
我 不 要 睡 覺 ! / 格 拉 本 斯 坦 (Chris
Grabenstein) 文 ; 埃 斯 皮 諾 沙 (Leo
Espinosa)圖 ; 楊雅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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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3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6-07-3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我是文字小鬥士馬拉拉 / 凱倫.萊格
特.阿伯拉雅(Karen Leggett Abouraya)
著 ; L. C. 惠特莉(L. C. Wheatley)圖 ;
翁雅如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6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7-4-2 (精裝)
NT$320
874.599
我是湯匙 / 艾美.克蘿絲.羅森朵(Amy
Krouse Rosenthal) 文 ; 史 考 特 . 馬 谷
(Scott Magoon)圖 ; 黃筱茵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40 面; 22X22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440-377-6 (精裝)
874.599
房間一定要整理嗎? / 克里絲蒂安.瓊
斯(Christianne Jones)作 ; 胡安娜.馬丁
內斯.尼爾(Juana Martinez-Neal)繪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40 面; 25X25 公分 .-(迷繪本 ; 74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21-453-1 (精裝) NT$320
874.599
校外教學到月球 / 約翰. 海爾(John
Hare)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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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48 面; 25X26 公分 .-- (小麥田繪本館 ;
2) .-- ISBN 978-957-8544-51-2 (精裝)
NT$340
874.599
海洋 : 萬物之母 : 孩子的第一本海洋
繪 本 / 史 塔 奇 . 麥 卡 諾 提 (Stacy
McAnulty)著 ; 大衛.里奇斐德(David
Litchfield)繪 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 市 : 銀 河文 化 , 11003 .-- 32 面 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50-58 (精裝) NT$320
874.599
動物方程市 : 超級動物 / 里科.葛林
(Rico Green)作 ;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
插畫 ; 朱崇旻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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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
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2 .-- ISBN 978957-10-9387-1 (精裝)

874.599
有植物的美好日常 : 在尋找自我的
路上陪伴我的花草,以及不小心種死
的盆栽 / 凱蒂.瓦茲(Katie Vaz)著 ; 蕭
寶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4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63-0 (精
裝) NT$380
874.6
家族相簿 / 席薇亞.戴娜, 提娜.克莉格
文 ; 烏麗可.柏楊圖 ; 洪翠娥譯 .-- 四
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和英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513-5-7 ( 精 裝 )
NT$390
875.596
如果可以,你最想變成誰? / 蘇菲.薛華
德(Sophie Schoenwald)作 ; 鈞特.亞可
伯斯(Günther Jakobs)繪 ; 林硯芬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(童心園 ; 174) .-- ISBN 978-986-507276-6 (精裝) NT$320
875.599
人面獸心 / 左拉(Êmile Zola)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世
界文學經典名作) .-- ISBN 978-986316-792-1 (平裝)
876.57
囝仔王子 = Gínná Ôngchú / Antoine de
Saint-Exupéry 著 ; 莊惠平譯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臺法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5559-81-6 (平裝)
NT$380
876.57
放 逐 與 王 國 / 阿 爾 貝 . 卡 謬 (Albert
Camus)著 ; 劉森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87-388-4 (平裝)
876.57
孤 獨 戀 語 / 莫 卡 娜 . 歐 亭 (Morgane
Ortin)著 ; 周昭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8951-7 (平裝) NT$380
876.57
異鄉人 : 荒謬三部曲,首部 / 卡繆
(Albert Camus)著 ; 邱瑞鑾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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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89-423-9 ( 平 裝 )
NT$210
876.57
鼠疫 : 反抗三部曲. 一 / 卡繆(Albert
Camus)著 ; 邱瑞鑾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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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9-424-6 (平裝) NT$270
876.57
基 度 山 恩 仇 記 / 大 仲 馬 (Alexandre
Dumas)原著 ; 林文月改寫 ; 蔡豫寧繪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16 面; 21
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;
60) .-- ISBN 978-986-338-384-0 (平裝)
NT$260
876.596
環遊世界八十天 / 凡爾納文 ; 杜邁松
圖 ; 陳文美譯寫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6-06-6 (平裝) NT$320
876.596
生氣小怪獸 / 娜汀妮.布朗-柯斯姆作
(Nadine Brun-Cosme)作 ; 瑪莉詠.柯可
里克(Marion Cocklico)繪 ; 王卉文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2 面; 17X17 公
分 .-- (寶寶情緒小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46-25-0 (精裝)
876.599
害怕小精靈 / 娜汀妮.布朗-柯斯姆
(Nadine Brun-Cosme)作 ; 瑪莉詠.柯可
里克(Marion Cocklico)繪 ; 王卉文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2 面; 17X17 公
分 .-- (寶寶情緒小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46-26-7 (精裝)
876.599
愛的棉花糖 / 娜汀妮.布朗-柯斯姆
(Nadine Brun-Cosme)作 ; 瑪莉詠.柯可
里克(Marion Cocklico)繪 ; 王卉文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2 面; 17X17 公
分 .-- (寶寶情緒小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46-24-3 (精裝)
876.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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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媽,我快要尿下去了! / 昆汀.葛利本
(Quentin Gréban)作.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 32 面; 31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76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57-9 (精裝)
NT$320
876.599
畫鳥的人 / 莉迪亞.豪爾赫(Lídia Jorge)
著 ; 顏湘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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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Echo ; MO0070) .-- ISBN 978-9865509-64-4 (平裝) NT$420
879.57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洲、大洋洲文學
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/ 杜思妥也夫斯
基著 ; 臧仲倫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 冊 .-- (不朽系列) .-- ISBN 978-95708-5698-9 (全套:精裝) NT$1100
880.57
外套與彼得堡故事 : 果戈里經典小
說新譯 / 尼古拉.果戈里(Nikolai Gogol)
著 ; 何瑄譯 .-- 修訂 1 版 .-- 臺北市 :
櫻桃園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文學 ; 5R)(經
典文學 ; 5) .-- ISBN 978-986-97143-4-1
(平裝) NT$340
880.57
初戀 / 伊凡.屠格涅夫著 ; 駱家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愛經典 ; 48) .-- ISBN 978-95713-8636-2 (精裝) NT$350
880.57
燕子飛行日記 / 奧爾加.普塔什尼克
(Olga Ptashnik)圖 ; 帕維爾.克瓦塔諾
夫(Pavel Kvartalnov)文 ; 張東君翻譯 .- 初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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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8 面; 28
公分 .-- (繪本滴 ; 93) .-- ISBN 978-9579529-76-1 (精裝) NT$360
880.599
人類群星閃耀時 / 史蒂芬.褚威格
(Stefan Zweig)著 ; 姜乙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方舟 ; 28) .-- ISBN 978-98699668-3-2 (平裝) NT$420
1.世界傳記 882.26

- ISBN 978-957-9057-79-0 ( 平 裝 )
NT$480
1.藝術評論 2.現代藝術 901.2

26X25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5434-20-5 (精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
生成式敘畫 : 21 世紀的社會藝術 / 凱
葳.博德(Kelvy Bird)作 ; 李憶慈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拾田創意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08-0-2 (平裝) NT$450
1.藝術心理學 2.視覺藝術 901.4

臺中市女性藝術家聯展專輯. 110 年 /
張大春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
府文化局, 11002 .-- 140 面; 25X26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5855-3 (平裝) NT$45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
最了不起的東西 / 艾希莉.史派爾斯
(Ashley Spires)文.圖 ; 柯倩華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32 面; 24X24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25035-5 (精裝)
885.3599

後 博 物 館 時 代 的 藝 術 實 踐 = Art
practice in the post-museum era / 吳瑪悧
作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出
版 :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
研究所發行, 11001 .-- 128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97-6-9 (平裝)
NT$420
1.藝術社會學 2.當代藝術 3.公共藝
術 901.5

臺 陽 美 展 畫 集 . 第 八 十 四屆 = Art
works by Tai-Yang Art Society 2021 / 吳
隆榮, 簡嘉助, 吳王承, 白景文編輯 .-臺北市 : 中華民國臺陽美術協會,
11002 .-- 144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649-1-9 (精裝) NT$12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
獨角獸回來了 / 艾倫.布雷比(Aaron
Blabey)文.圖 ; 謝靜雯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26 面; 25X25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13-8609-6
(精裝)
887.1599

大 卷 伸 嗣 存 在 の 細 語 = Shinji
Ohmaki Rustle of Existsnce / 大卷伸嗣
著 .-- 臺北市 : 安卓藝術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1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日
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8820-2-6 (平裝)
NT$12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1

魔法時刻 / 尼亞爾.布雷斯林(Niall
Breslin) 文 ; 希 娜 . 鄧 普 斯 (Sheena
Dempsey)圖 ; 賴潔林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0-10-1 (精裝)
884.1599

新聞學
新聞報導與寫作 / 賴金波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442-4 ( 平 裝 )
NT$330
1.新聞報導 2.採訪 3.新聞寫作 895

藝術類
總論
互動式導覽應用與實踐 : 美術館、
學校及劇場 / 陳晞如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46-6-2 (平裝) NT$260
1.藝術 2.藝術欣賞 3.文集 900.7
藝術 7 鑰 : 從現代到當代,解密 20 位
大師的經典之作! / 西門.莫雷(Simon
Morley)作 ; 胡孝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3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See ; 31) .-

李水娘八十回顧創作展 = Li ShuiNiang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at 80 / 李
水娘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
府文化局, 11004 .-- 72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63-8 (平裝)
NT$3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笨港五湖四海宴-展覽作品專輯. 第
七屆 / 蔡享潤總編輯 .-- 雲林縣北港
鎮 : 雲林縣傳統工藝文創產業發展
協會, 11001 .-- 12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65-0-8 (精裝) NT$10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國際藝術家節藝術家作品集. 2021 第
四屆 = 4th International Artist Day / 楊
佳廣, 曾凱琳編輯 .-- 高雄市 : 英倫國
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國
際藝術家節籌辦處發行, 11002 .-- 12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3555-90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童心.鄉情 : 劉興欽 88 回顧展 / 劉興
欽, 劉煥獻, 徐彩雲, 黃健和撰文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客家委員會 ; 臺北市 :
國立國父紀念館, 11001 .-- 204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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銘傳大學設計學院學生優秀作品集.
2021 = Ming 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
design outstanding student portfolio.
2021 / 洪啟東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銘傳
大學設計學院, 11003 .-- 168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72-1-5 (精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寫給入門者的西洋美術小史 / 章伊
秀, 邱建一, 水瓶子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288 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歷史 ; 32) .-ISBN 978-986-178-533-2 ( 平 裝 )
NT$360
1.美術史 2.歐洲 909.4
北 美 風 景 繪 畫 = The landscape
paintings of North America / 劉 昌 漢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家出版社,
11001 .-- 2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82-266-1 (平裝) NT$380
1.藝術家 2.藝術 3.作品集 909.9
奈良美智的世界 / 奈良美智, 村上隆,
吉本芭娜娜, 椹木野衣, 古川日出男,
羅柏塔.史密斯(Roberta Smith), 阿諾.
格里姆徹(Arnold Glimcher), 箭內道彥,
小西信之, 加藤磨珠枝, 高橋重美, 藏
屋美香, 木村繪理子, 富澤治子, 官綺
雲著 ; 詹慕如, 褚炫初, 蔡青雯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鴻藝術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(藝
知識 ; 11) .-- ISBN 978-986-96270-0-9
(平裝)
1.奈良美智 2.藝術家 3.傳記 4.日本
909.931
飛鳥白雲間 : 黃圻文藝思錄 / 黃圻文
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臺灣音.

悅工場, 10912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0973-9-0 ( 平 裝 )
NT$480
1.黃圻文 2.學術思想 3.藝術
909.933
*漫畫李梅樹. 2 : 夢想的基石 / 咖哩
東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086-0 (平
裝) NT$280
1.李梅樹 2.藝術家 3.臺灣傳記 4.漫
畫 909.933

音樂
*創作報告 : 圖騰、鄉土、武俠 / 陳
樹熙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陳樹熙,
1100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519-5 (平裝) NT$600
1.音樂創作 2.樂曲分析 3.文集
910.7
留聲曲盤中的臺灣 : 聽見百年美聲
與歷史風情 / 徐登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, 11001 .- 6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2-41-4 (平裝) NT$800
1.流行歌曲 2.唱片業 3.臺灣史
910.933
客家八音嗩吶曲集. 系列 2 / 田文光
著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田屋北管八音
團, 11002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3949-1-8 (平裝) NT$350
1.民俗音樂 2.客家音樂 3.臺灣
913.533
御簫心法 / 劉穎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華之和音出版 : 雅圖創意設計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14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70-0-9 (平裝附
光碟片) NT$500
1.南管音樂 2.曲譜 3.臺灣 919.881

建築
智慧化居住空間創意競賽專輯. 2020
= Intelligent living space design
competition /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, 財團
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輯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,
11003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0-89-2 (平裝) NT$500

1.綠建築 2.建築節能 3.作品集
920.25
將作四 0+1 = hiang tso / 陳宣誠主編 .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,
10912 .-- 288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96-73-0 (精裝)
1.建築 2.文集 920.7
台灣公宅 100 年 : 圖說從日治時期至
今的公共住宅建築史 / 沈孟穎著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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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37-0 (平
裝) NT$420
1.建築史 2.房屋建築 3.臺灣
920.933
日式茶室設計 / 桐浴邦夫著 ; 林書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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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2 .-- 26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38-1 (平
裝) NT$750
1.建築 2.室內設計 3.日本 923.31
跟著日本時代建築大師走 : 一次看
懂百年台灣經典建築 / 吳昱瑩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台灣地
圖 ; 48) .-- ISBN 978-986-5582-02-9 (平
裝) NT$450
1.建築藝術 2.歷史性建築 3.日據時
期 4.臺灣 923.33
臺灣祠廟龍柱石雕(1895-1945) : 以惠
安石匠辛阿救為中心 / 蔣若琳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 11004 .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(臺灣建築藝術 ;
1) .-- ISBN 978-986-99507-5-6 (平裝)
NT$680
1.廟宇建築 2.建築藝術 3.石雕 4.臺
灣 927.1
觀景不惑 老圃四十 / 曾堯生總編
輯 .-- 臺北市 : 老圃造園工程股份有
限公司, 1091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52-0-4 (平裝)
1.景觀工程設計 2.個案研究 929

雕塑
田園風 鄉土情 : 葉發原皮塑藝術特
展 / 葉發原作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
府文化局, 11002 .-- 72 面; 25X26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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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38-0 (平裝)
NT$800
1.皮雕 2.作品集 936.9
超越 : 臺灣陶瓷雕塑學會會員聯展
作品專輯. 2021 第一屆 / 游忠平, 許
明香總策劃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臺
灣陶瓷雕塑學會, 11002 .-- 1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54-0-1 (平裝)
NT$800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938

書畫
圓之書 : 知識發展的球狀視覺史 / 曼
努埃爾.利馬(Manuel Lima)著 ; 林潔盈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4 面; 26 公
分 .-- (catch ; 268) .-- ISBN 978-9865549-45-9 (平裝) NT$700
1.圖像學 2.圓 3.視覺設計 940.11
高雄市國際粉彩協會雙年刊. 20192020 =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Pastel
Association 2019-2020 / 高雄市國際粉
彩協會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
市 國 際 粉 彩 協 會 , 11001 .-- 78 面 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267-90 (平裝) NT$800
1.粉彩畫 2.畫論 3.期刊 940.5
<<吳昌碩全集>>校議 / 張序壯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(文獻研究叢書. 圖書文獻學叢刊 ;
901005) .-- ISBN 978-986-478-445-5 (平
裝) NT$400
1.吳昌碩 2.書畫 3.畫論 4.藝術評論 5.
中國 940.98
生命謳歌黃利安繪畫創作與療癒 /
黃利安編著 .-- 臺中市 : 姮瑋書坊出
版社, 1100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6650-2-6 (平裝)
1.黃利安 2.畫家 3.自傳 4.臺灣
940.9933
世上沒有純粹的黑 : 芙烈達的烈愛
人生 / 克萊兒.貝列斯特(Claire Berest)
作 ; 許雅雯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iRead ; 136) .-- ISBN 978-957658-486-2 (平裝) NT$500
1.卡蘿(Kahlo, Frida, 1907-1954) 2.畫
家 3.傳記 4.墨西哥 940.99549

將庄人藝文聯展專輯. 2021 .-- 臺南
市 : 台南市將軍區將軍社區發展協
會, 11001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50-0-6 (平裝) NT$6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6

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. 下 / 林莉娜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故宮博物
院, 11003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62-843-7 (精裝)
1.人物畫 2.帝王 3.后妃 944.5

楊文富文集暨書畫收藏圖錄 / 楊文
富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
學館, 11001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(臺
文館叢刊 ; 65) .-- ISBN 978-986-532298-4 (精裝) NT$500
1.書畫 2.蒐藏品 3.文集 4.圖錄
941.6

水墨行者.何木火 : 山野覓境.現代彩
墨創作集 / 何木火作 .-- 臺中市 : 臺
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002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60-7 (平裝)
NT$40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
遊心翰墨 : 武陵十友五週年聯展 / 廖
富景作 .-- 桃園市 : 武陵十友書畫社,
11003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53-0-2 (平裝) NT$3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6
*臺灣國際書法彩墨畫聯展專輯.
2020 / 林惠敏編輯 .-- 臺中市 : 台中市
中國書學研究發展學會, 11001 .-- 1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388-21 (平裝) NT$8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6
美の日文 日文練習帖 : 50 音 x 單字
x 佳句,快速鞏固日文根基 / 愛生活編
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9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22-7-8 (平裝)
1.書體 2.日語 942.1
不誠無物 氣貫書拳 : 廖禎祥九五書
法回顧展輯 = Life Force : Harnessing
Pure Energy in Calligraphy and Tai Chi :
A Liao Chen-Hsiang 95th Year
Retrospective Art Exhibition / 廖禎祥
作 .-- 臺 北 市 :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,
1100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295-3 (精裝) NT$160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5
翰游不惑.朱家韻書藝首展作品集 /
朱 家 韻 著 作 .-- 桃 園 市 : 朱 家 韻 ,
11001 .-- 62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495-2 (平裝)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5
以現代感覺享受 : 水墨畫畫具和技
巧的建議 / 根岸嘉一郎作 ; 黃姿頤翻
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9559-76-8 ( 平 裝 )
NT$400
1.水墨畫 2.繪畫技法 944.38

融貫中西.隨心所藝 : 黃書文 80 創作
展 = Huang Shu-Wen 80-year Creations
Exhibition / 黃書文作 .-- 臺中市 : 臺
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003 .-- 156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645 (精裝) NT$600
1.水墨畫 2.油畫 3.畫冊 945.6
瀛 : 泰 祥 洲 水 墨 绘 画 = Abode of
immortals : Tai Xiangzhou ink paintings
/ 陆亦瑝编辑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
華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00
面; 28X28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
名:瀛-泰祥洲水墨繪畫 .-- ISBN 978986-94488-9-5 (平裝) NT$200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學習了解!懂得挑選!靈活運用! : 繪
畫媒材大全 / 磯野 CAVIAR 著 ; 黃資
頤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 面; 21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59-77-5 (平裝)
NT$400
1.繪畫技法 2.複合媒材繪畫 947.1
十人十色!人物性格塑造技巧書 /
Studio Hard Deluxe 作 ; 蘇聖翔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1-472-9 ( 平 裝 )
NT$350
1.人物畫 2.繪畫技法 947.2
典藏裸體姿勢集 : 伊藤舞雪 =
Premium nude pose book / 田村浩章攝
影 ; 基基安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071 (平裝)
1.人體畫 2.裸體 3.繪畫技法 947.23
馬上上手,輕鬆繪製!超可愛貓咪似顏
繪 / shino, NoA, 森屋真偉子著 ; 黃嫣
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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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1-605-7 (平裝)
1.動物畫 2.繪畫技法 947.33
TSUM TSUM 伴我行 / シロ太作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尖端出版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03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378-9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四獸島 : 孟加拉灣.部落.禁地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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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27) .-- ISBN 978986-5588-00-7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屁屁偵探動畫漫畫. 1, 主動進取的無
尾熊小妹 / Troll 原作 ; 張東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8969-2 ( 平 裝 )
NT$300
1.漫畫 947.41
哭泣的樓梯 / 劉潔淇, 鄭立偉故事 ;
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(X 怪奇偵察隊 ; 1) .-- ISBN 978986-5588-01-4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動漫新手上色指南 / 噠噠貓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睿其書房出版 : 邦聯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 面;
26 公分 .-- (愛生活 ; 107) .-- ISBN 978986-5520-37-3 (平裝)
1.漫畫 2.繪畫技法 947.41
黑暗宴會 : 英國.占卜術.幻獸 / 李國
權作 ; 太陽兵團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26) .-- ISBN 978986-99564-9-9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無價之畫 : 巴黎的追光少年 / HOM
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
術館, 11001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297-7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380
1.漫畫 947.41

楓之谷大冒險 / 宋道樹作 ; 徐正銀繪 ;
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200 面; 25
公分 .-- (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) .- ISBN 978-957-658-491-6 (第 27 冊:平
裝) NT$300
1.漫畫 947.41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

漫畫創作先修班 / 赤津豐作 ; 洪薇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版社, 11004 .-- 17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7-659-8 (平裝) NT$420
1.漫畫 2.繪畫技法 947.41

藝術家帶你畫上癮的畫畫課 / 瑪莉
安.杜莎(Marion Deuchars)著 ; 吳莉君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2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072-89-2 (平裝) NT$380
1.繪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
365 天的創意 : 用藝術美學天天激發
你的想像力 / 洛娜.史可碧著 ; 梁若瑜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(討
論區 ; 42) .-- ISBN 978-986-179-624-6
(精裝) NT$450
1.繪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三點不露!若隱若現的誘惑系女子創
作技巧 / 流。, マグカップ, ベベベ,
中乃空作 ; 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4 .-- 143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581 (平裝) NT$420
1.插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4.女性
947.45
台灣鄉村素描 / 蘇獻隆作 .-- 宜蘭縣
冬山鄉 : 蘇獻隆, 11001 .-- 128 面;
26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546 (平裝) NT$200
1.插畫 2.素描 947.45
夜汽車作品集 : 童話古書店的幻想
插畫集 = The art of Yogisya : fantasy
illustrations from an enchanted bookshop
/ 夜汽車著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37-8 (平裝)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原來我的塗鴉也可以這麼萌(第 2 彈)
/ 菊長大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15-5 (平
裝)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脫衣姿勢集 : 純真女孩的甜蜜微性
感寬衣瞬間 / 青山裕企攝影 ; 基基安
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19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08-8 (平裝)

947.45

羅伯英潘畫冊 / 格林編輯部文 ; 羅伯
英潘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-05-9 (精
裝) NT$1280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
生之蘊 : 施炳煌今昔創作展專輯 / 施
炳煌作 .-- 臺南市 : 施炳煌, 11002 .-12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547-8 (精裝) NT$800
1.繪畫 2.複合媒材繪畫 3.畫冊
947.5
我的藝術欣賞書 / 蘿西.狄金絲(Rosie
Dickins)著 ; 汪芸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038-6 (精裝) NT$450
1.西洋畫 2.藝術欣賞 3.通俗作品
947.5
梁奕焚 : 三十年創作回顧(1991-2021)
= Liang Yifen : a thirty-year
retrospective(1991-2021) / 梁 奕 焚 創
作 .-- 初版 .-- 臺東縣臺東市 : 臺東縣
藝術人文三創協會, 11003 .-- 168 面;
37X3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342-63 (精裝) NT$3000
1.繪畫 2.複合媒材繪畫 3.畫冊
947.5
對話對畫 / 邱國峯作 .-- 臺北市 : 藝
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0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5686-8-6 (平
裝)
1.繪畫 2.複合媒材繪畫 3.畫冊
947.5
被禁錮的靈魂 / 蘇獻隆編撰 .-- 宜蘭
縣冬山鄉 : 蘇獻隆, 11001 .-- 165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55-3 (平
裝) NT$400
1.水彩畫 2.蠟筆畫 3.藝術治療 4.畫
冊 948.4
夢中嘉園 : 鄭炳煌六十創作回顧展
作品集 / 鄭炳煌作 .-- 初版 .-- [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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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] : 鄭炳煌, 11002 .-- 84 面; 15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512-6 (精裝)
1.水彩畫 2.寫生 3.畫冊 948.4
圖示水彩畫法的概念 / 林子龍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0-806-7 (平裝) NT$360
1.水彩畫 2.繪畫技法 948.4
與野村重存一起巡遊 : 水彩素描之
旅 : 描繪森林、流水與街景 / 野村重
存作 ; 黃姿頤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
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59-751 (平裝) NT$400
1.水彩畫 2.素描 3.繪畫技法 948.4
水彩畫構圖的法則 : 聰明運用實景
照片 / 赤坂孝史作 ; 楊哲群翻譯 .-- 新
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559-74-4 (平裝) NT$460
1.水彩畫 2.繪畫技法 948.4
戀戀台灣風情 : 林英哲 88 創作展 =
The Passion of Taiwanese Customs : The
Art Exhibition by Ing-Jer Lin 88 YearsOld / 陳瑋鴻, 黃妃珊, 張麗齡執行編
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
11001 .-- 19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3-37-3 (精裝) NT$1200
1.水彩畫 2.畫冊 948.4
竹 梅源 文藝獎 全國 油畫創作 比賽 .
2019-2020 = Zhumeiyuan Culture and
Art Awards 2019-2020 national creative
oil painting competition / 蘇中原, 劉俊
禎, 李芳玲執行編輯 .-- 高雄市 : 財團
法人王源林文化藝術基金會, 11002 .- 112 面; 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529-4 (平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秋瑟.迷芒 / 蕭木川[作]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蕭木川, 11001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05-8 (平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*新粉彩主義. 3 : 洪秀敏粉彩分享書
= ネオパステリズム : 洪秀敏のパス
テ ル 画 シ ェ ア ー ブ ッ ク = The
neopastelism : Hung Hsiu-Min's pastel
painting / 洪秀敏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迪傑魔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28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56-23 (平裝) NT$1000 .-- ISBN 978-98697956-3-0 (精裝) NT$1200

1.粉彩畫 2.繪畫技法 3.畫冊

948.6

攝影；電腦藝術

版 .-- 臺 中 市 : 大 象 藝 術 空 間 館 ,
11003 .-- 100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062-2-7 (平裝) NT$700
1.攝影集 958.33

森攝四十 : 世界風情畫 = Sen's photo
forty : world landscape photos / 劉森雲
作 .-- 新北市 : 松柏林攝影工作室,
11002 .-- 300 面; 29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62-0-0 (精裝) NT$2000
1.攝影集 957

非夢不真實 : 攝影聯展 = Dream as
Reality / 鍾經新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
中市 : 大象藝術空間館, 11002 .-- 100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62-34 (平裝) NT$700
1.攝影集 958.33

花花草草 : 苑裡鄉間漫步攝影集 / 陳
金花攝影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中科技
大學商業設計系, 11002 .-- 10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8-7-9 (精裝)
1.攝影集 2.花卉 957.3

鄉戲魅影 : 卓淑貞攝影展 / 卓淑貞
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
1100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(彰化縣美
術家接力展 ; 第 104 輯) .-- ISBN 978986-5473-00-6 (平裝) NT$250
1.攝影集 958.33

群英飛羽 : 世界野鳥攝影專輯. II =
Wild birds worldwide 2021 a collection
from Elite Family / 周雲卿總編輯 .-- 臺
北市 :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 ; 高雄
市 : 群英飛羽鳥類攝影團隊, 11003 .- 3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8055-3-7 (精裝) NT$850
1.攝影集 2.動物攝影 3.鳥類 957.4
水中畫影. 七, 許昭彥攝影集 / 許昭彥
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002 .-- 7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3-5-4 (平
裝) NT$190
1.攝影集 957.9
未知領域 : 德永克彦航空攝影輯 =
Envelope / 德永克彦作 ; 張詠翔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聞塾有限公司,
11001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821-6-2 (精裝) NT$1880
1.航空攝影 2.攝影集 957.9
背起相機看武漢 / 武漢長江日報傳
播有限公司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亼藝印
刷藝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148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6351-1-1 (平裝) NT$500
1.人文地理 2.攝影集 957.9
浮光≒謎離 : 科學攝影事件簿. 20182019 = Glimmering puzzles : science
images 2018-2019 / 楊翎主編 .-- 第一
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,
11003 .-- 248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1-73-7 (精裝) NT$500
1.攝影集 2.科學攝影 957.9
「寂.境.光.塵」簡永彬的<<另類顯
影 >>. IV = Chien Yun-Ping : Inner
Landscapes << Alternative Photography
Processes >> IV / 鍾經新主編 .-- 第一

數位福爾摩沙 = Digital Formosa / 徐
瑞 奎 攝 影 .-- [ 新 北 市 ] : 徐 瑞 奎 ,
11002 .-- 108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526-3 (精裝) NT$800
1.攝影集 958.33

工藝美術
肖像擺指南 : 昨日即明天 = Compass
encompass : yesterdays are tomorrow /
呂岱如, 方彥翔, 彭若瑩, 奧村雄樹作 ;
呂岱如, 方彥翔, 彭若瑩主編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臺北當代藝術中
心協會, 11001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86603-2-8 ( 平 裝 )
NT$500
1.裝置藝術 2.藝術展覽 960
藝術季成果專刊. 2020 / 林育如總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 國立臺北商
業大學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, 11001 .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454-5-8 (精裝)
1.視覺設計 2.作品集 960
視覺傳達設計國際研討會暨基礎造
形 論 壇 論 文 集 . 2020 = International
Conference on Visual Communication
Design & Basic Design Forum collected
papers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國
立雲林 科技大 學視 覺傳達 設計系 ,
11001 .-- 24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25-3-4 (平裝) NT$350
1.視覺設計 2.視覺傳播 3.造形教育
4.文集 960.7
做字 : 實用字體設計法 / 錢浩著 .-- 初
版 .-- [臺北市] : 創意市集出版 : 英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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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4 .-- 3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39-4 (平裝)
NT$650
1.平面設計 2.字體 962
(設計入門)LAYOUT 基礎學 / 大里浩
二, 內藤孝彦, 長井美樹, 山崎澄子合
著 ; 洪禎韓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睿其書房, 11003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20-35-9 (平裝)
1.版面設計 964
Good idea!設計師不藏私的版面設計
新手法 / 上田マルコ, 尾沢早飛, 加瀬
透, 近藤聡, サノワタル作 ; 吳嘉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12-656-0 ( 平 裝 )
NT$620
1.版面設計 964
當代設計進化論 / 拉克希米.巴斯卡
藍(Lakshmi Bhaskaran)著 ; 羅雅萱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精彩圖像版 .-ISBN 978-957-9072-93-9 (平裝)
1.工業設計 2.裝飾藝術 3.歷史 964
KINFOLK 綠藝 : 打造生活中的每一
景綠意盎然 / 約翰.伯恩斯(John Burns)
著 ; 高霈芬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52 面; 29 公
分 .-- (Beauté ; 7) .-- ISBN 978-957-658496-1 (精裝) NT$1500
1.空間設計 2.室內設計 3.園藝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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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美學年鑑. 2021 = Living & design.
2021 /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; 陳宗瑩
(Jason Chen)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品客
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96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898-9-5 (精
裝) NT$980
1.空間設計 2.室內設計 3.作品集
967
臺灣珠寶藝術學院指定使用!!制霸
珠寶設計 3Design 電腦製圖軟體 / 鄭
宗憲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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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44 面; 30 公分 .-- (布
克學習 ; 1BE) .-- ISBN 978-986-556827-6 (平裝) NT$1500

1.珠寶設計 2.電腦繪圖 3.電腦軟體
968.4029

技藝
向陽春暖 : 高雄市中華花藝協會插
花藝術展. 2020 / 李宜倫編輯 .-- 高雄
市 : 高雄市中華花藝協會, 11001 .-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501-1 (平裝) NT$600
1.花藝 971
紙上奇蹟. 2 : 無所不彈 = Origami
universe. 2 : pop-up wonders / 廖婉如總
編輯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奇美博物
館基金會, 11002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5944-5-5 (精裝)
1.摺紙 2.作品集 972.1
摺!剪!開!完美剪紙 3 Steps : 166 枚好
感系 x 超簡單創意剪紙圖案集 / 室岡
昭子著 ; 黃鏡蒨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Elegant-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: 悅智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1 .-- 88 面;
26 公分 .-- (趣.手藝 ; 16) .-- ISBN 978957-9623-63-6 (平裝) NT$280
1.剪紙 972.2
蓮門禪茶文大推廣紀實. 第五期-第
九 期 2016-2017 / 中華 五 眼 協會 編
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五眼協會, 11001 .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0397-9-6 (平裝)
1.茶藝 2.禪宗 974
臺灣茶器聯展. 2021 / 廖小輝總編
輯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方圓文化藝
術基金會, 11003 .-- 76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210-4-5 ( 精 裝 )
NT$450
1.茶具 2.臺灣 974.3
唐代茶文化 / 傅及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459-2 (平裝) NT$400
1.茶藝 2.唐代 974.8
日本茶經南方錄講義 / 林瑞萱文.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坐忘谷茶道中
心, 11003 .-- 294 面; 23 公分 .-- (坐忘
谷 茶 書 ) .-- ISBN 978-986-97166-2-8
(平裝) NT$640
1.茶藝 2.日本 974.931

戲劇

戲劇譚叢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03 .-- 142 面; 21 公分 .-(徐訏文集. 戲劇卷 ; 4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448-8 ( 平 裝 )
NT$200
1.戲劇理論 2.中國 980.1
多場景舞台設計-鏡框內的風景 : 以
<<第十二夜>>、<<繁花>>、<<叛徒
馬密可能的回憶錄>>為例 / 李柏霖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一本工作室有
限公司, 11001 .-- 17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0347-2-2 ( 平 裝 )
NT$350
1.舞臺設計 2.劇場藝術 3.個案研究
981.33
臺灣鄉土戲曲之調查研究 / 施德玉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
11002 .-- 612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家戲曲
研究叢書 ; 114) .-- ISBN 978-957-361577-4 (平裝) NT$1500
1.傳統戲劇 2.戲曲藝術 3.臺灣
983.3
電 影 大 師 20 堂 課 / 勞 倫. 帝 拉 德
(Laurent Tirard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原點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9072-94-6 ( 平 裝 )
NT$420
1.電影 2.電影導演 3.電影製作 4.訪
談 987
國際政治夢工場 : 看電影學國際關
係 / 沈旭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GLOs, 11001 .-- 冊 .-- (平行時空 ; 1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060370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500 .-- ISBN
978-986-06037-1-2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400 .-- ISBN 978-986-06037-2-9 (第
3 冊:平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98606037-3-6 (第 4 冊:平裝) NT$350 .-ISBN 978-986-06037-4-3 (第 5 冊:平裝)
NT$500 .-- ISBN 978-986-06037-5-0 (全
套:平裝)
1.電影 2.影評 987.013
電影道具大師設計學 : 偽情書、假
電報與越獄地圖、電影道具平面設
計;置身電影幕後,一窺平面道具非凡
而細緻的設計 / 安妮.艾特金斯(Annie
Atkins)著 ; 劉佳澐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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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77-989-5 (平裝) NT$6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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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電影美術設計 2.平面設計

987.3

天橋上的魔術師 : 影集創作全紀錄 /
公共電視, 原子映象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9-868-8 (平裝) NT$450
1.電視劇 989.2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
咖啡一族 : 京都六曜社傳承三代的
人情滋味故事 / 樺山聰著 ; 雷鎮興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明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01-5-0 (平裝)
1.六曜社咖啡店 2.咖啡館 3.經營管
理 4.日本 991.7
戲說雜技 : 臺灣特技團的身體圖像 /
郭憲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書
苑有限公司, 11001 .-- 16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96-848-0 (平裝)
NT$250
1.臺灣特技團 2.雜技 3.歷史 4.臺灣
991.90933
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30 週年紀念
專刊 / 傑森全球整合行銷股份有限
公司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澎湖縣馬公
市 :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
管理處, 11001 .-- 12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1-278-7 ( 平 裝 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531-279-4 (精
裝) NT$250
1.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
理處 992.061
休閒與旅遊管理概論 / 李文勇, 張毓
峰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經錢
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02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680-502-8 (平裝) NT$270
1.旅遊業管理 2.休閒活動 3.行銷管
理 992.2
旅遊開發與規劃原理及案例 / 李鄧
超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經錢
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1 .-- 248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680-506-6 (平裝) NT$330
1.旅遊業管理 2.休閒活動 3.中國
992.2
神在的地方 : 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 =
A white summer / 陳德政著 .-- 初版 .--

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,
11002 .-- 360 面; 14 公分 .-- (文學森
林 ; LF0141) .-- ISBN 978-986-99687-44 (平裝) NT$420
1.旅遊文學 2.登山 992.77

標竿數獨. 進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3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48-2 (第 31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1-606-4 (平裝)
1.勞作 2.工藝美術 3.廢棄物利用
999.9

跟著 Jijii 老頭露營去,Life is Camp 在
大自然中享受野炊與 DIY 的寫意人
生 / winpy-jijii 作 ; 林克鴻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尖端出版, 11003 .-- 1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73-4 (平裝)
1.露營 992.78

標準數獨. 高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3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50-5 (第 31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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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進弓道的世界 / 鄭晃二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448-6 ( 平 裝 )
NT$380
1.射箭 993.31
箭 術 與 禪 心 / 奧 根 . 海 瑞 格 (Eugen
Herrigel)作 ; 魯宓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2 .-- 128 面 ; 21 公 分 .-(Holistic ; 141) .-- ISBN 978-986-357204-6 (平裝) NT$360
1.射箭 2.禪宗 3.佛教修持 4.生活指
導 993.31
跟著福爾摩斯去辦案 : 推理演繹偵
探遊戲 / 啟得文化編著 .-- [新北市] :
啟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(益智教室 ; 23-) .-ISBN 978-986-98636-6-7 (第 1 冊:平裝)
NT$249
1.益智遊戲 2.邏輯 3.推理 997
魔術方塊破解秘笈. 入門革新版 / 陸
嘉宏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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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016-9 (平裝)
1.益智遊戲 997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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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6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262 (第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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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51-2 (第 31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
標準數獨. 進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3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49-9 (第 31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閱讀式數獨 / 杜平心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1-276-3 (平裝)
1.數學遊戲 997.6
變形蟲數獨 / 慕容漪汐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1-277-0 (平裝)
1.數學遊戲 997.6
MM 迷 : 1:35MM 製作技法 / HOBBY
JAPAN 編輯部作 ; FORTRESS 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27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2-16-7 ( 平 裝 )
NT$450
1.模型 2.戰車 999
韓式天然香氛蠟燭 / 金惠美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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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40-0 (平裝)
NT$420
1.蠟燭 2.勞作 999
蠟燭的生活情調課 : 5 種蠟材 X10 大
手作技法 X20 款高詢問度配方,用蠟
燭營造優雅迷人的質感生活! / 林薇
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
11002 .-- 1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52-5-3 (平裝) NT$480
1.蠟燭 2.勞作 999
環保改造再利用!牛奶盒質感收納小
物 25 款 / 井上ひとみ, くまだまり,
滝澤澄江, ハセガワエミ著 ; 曹茹蘋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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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出版品
Inak hahanup hudasdaingaz: Tahai
tumaz= 我的獵人爺爺: 達駭黑熊 (布
農族語-東郡)/Neqos Soqluman(乜寇.
索克魯曼)作; Chu Chia Hui(儲嘉慧)
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市文化局,
11001 .-- 56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5-17-9 (精裝) NT$350
Inak
mamangan(qaqanup)
tu
qudas(nanaz): Taqaitumaz= 我 的 獵 人
爺爺: 達駭黑熊 (布農族語-花
巒)/Neqos Soqluman(乜寇.索克魯曼)
作; Chu Chia Hui(儲嘉慧)繪 .-- 初版 .- 高雄市 : 高市文化局, 11001 .-- 56 面;
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18-6 (精
裝) NT$350
ma'as sunbaba'快樂學習: 萬大泰雅語
書寫系統/Sawun Nawi 沈慧美總編
輯 .-- 南投市 : 投縣教育處, 11001 .-5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100-2 (平裝)
台 東縣 原住民 族傳 統知識刊 物集 .
109 年度, 植物篇: 原住民傳統生活中
的植物運用/方銘總總編輯 .-- 臺東
縣 :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, 10912 .-- 11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9-462 (平裝)
台灣醫療科技展 農業健康館成果專
刊. 2020/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農委會, 110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16-3 (PDF)
NT$200
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: 中華民國
108 年 8 月 6 日,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
局,第 3231 與第 129 次車,於三塊厝站
違反閉塞運轉有衝撞之虞/國家運輸
安全調查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4-85-2 (PDF)

苗栗陶藝創作競賽專輯. 2020/林彥甫
總編輯 .-- 苗栗市 : 苗縣文化觀光局,
10912 .-- 50 面; 21X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0-69-7 (平裝)
勇闖青村的五項修練/林孟侃, 林宗
德, 蔡順仁, 侯絜心, 王詩惠, 陳語婕
文字編輯 .-- 南投縣 : 農委會水保局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5-15-6 (PDF)

陳昭帆, 蔡閩娟, 曾傳雄, 葉晉辰, 徐
慧宜, 李品辰, 陳俊吉, 葉玉芳, 張倪
萍編撰 .-- 臺北市 : 社家署, 10912 .-5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993-4 (平裝)
窯藝/林彥甫總編輯 .-- 苗栗市 : 苗縣
文化觀光局, 10912 .-- 50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70-3 (平裝)

家庭動態調查技術報告. I, 1999 年主
樣本的權數建構/陳鴻嘉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中研院調研中心, 110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2-83-6
(PDF)

總統創新獎得獎專輯. 2020 第四屆=
The 4th R.O.C(Taiwan) Presidential
Innovation Award report/ 陳 玉 鳳 (YuFeng Chen)採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
濟部技術處, 109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33-160-3 (全套:平裝)

高雄百工之山、海、內陸縱貫三線
套書/王昭華, 朱珮甄, 余嘉榮, 妍音,
林佩穎, 林芷琪, 洪榆橙, 潘弘輝, 蘇
福男等採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市
文化局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465-19-3 (全套:平裝) NT$1180

雙語教學動手做-CLIL 即學即用教學
實務工作坊= Learning by doing: CLIL
teaching practice workshop/ 余 品 嫺 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師資培育
中心, 11001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2-43-8 (平裝)

救救森林: 雅莉與著火的家/倪筱婷
文字; 吳憶萍手繪 .-- 屏東縣 : 農委會
林務局屏管處, 10912 .-- 36 面; 23X2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13-2 (精裝)
NT$300

藝術祭. 2020: 臺灣銀行 繪畫季.攝影
季 作 品 輯 = Arts Festival: Bank of
Taiwan: 2020 Portfolio/臺灣銀行企劃
部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灣銀行, 11003 .- 5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45-17-1 (精裝)

落花有藝吾有情/柯宜雯, 林秀珊, 陳
怡儒, 黃文瓊, 林銘奕, 陳秀然, 黃俊
傑, 陳貴美執行編輯 .-- 彰化縣 : 彰縣
彰安國中, 11001 .-- 84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3-96-4 (平裝)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目錄. 2019/方美
晶 主 編 .-- 臺 北 市 : 北 市 美 術 館 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4-35-6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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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北市文化局, 109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4-42-4
(EPUB) NT$315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

漫遊津沙= Let's go Jinsha/謝銘峯, 劉
立 偉 總 編 輯 .-- 連 江 縣 : 連 縣 府 ,
10912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8-02-6 (平裝) NT$100

(台電)電路學. 110 版/鄭奇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39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689-4 (平
裝) NT$500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年報.
2019= 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
Administration, Ministry of Health and
Welfare annual report/張友馨, 陳孝宇,
林俊延, 蔡維濬, 蔣麗音, 鄭安廷, 石
惠銀, 蕭心屏, 黃立青, 張倍瑄, 戴佑
泫, 李祖敏, 蘇怡安, 張雅嫻, 江雨潔,
陳虹君, 陳伯蕙, 鐘慧婷, 李錦珠, 張
梅姬, 梁凱雯, 陳秋霞, 許景嘉, 林均
宴, 陳志如, 林景聖, 吳嘉芸, 李婉銣,
林美君, 劉淑貞, 陳盈夙, 徐蕙菁, 巴
楷齊, 陳瑩真, 李典蓁, 曾湘妘, 張郁
潔, 林家淯, 蔡孟珊, 胡彩惠, 蔣建基,

(微複習)數學一升二銜接講義/施天
民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3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098-9 (平裝) NT$150
16 堂培養核心素養的英文閱讀課: 學
習歷程檔案活動本. 初級篇 =
Developing core competencies in English
through reading(beginner)/蔡宛臻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0909 .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438-3 (平裝) NT$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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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堂培養核心素養的英文閱讀課: 學
習歷程檔案活動本. 進階篇 =
Developing core competencies in English
through reading(advanced)/蔡宛臻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0909 .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439-0 (平裝)
Come to live advanced. 12/Managing
editors Karen Huang .-- 四版三刷 .-- 臺
北市 :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,
1051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00-3 (平裝)
Come to live basic. book 4, workbook
A/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, Jo
Hsiao .-- 四版二十四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9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5-6 (平裝)
Come to live basic. book 4, workbook
B/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, Jo
Hsiao .-- 四版二十三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5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2-5 (平裝)
Come to live book. 12, workbook
B/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.-- 四版
五刷 .-- 臺北市 : LiveABC Interactive
Corporation, 10906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6-02-7 (平裝)
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. book 5,
workbook A/managing editor Karen
Huang .-- 三版二十四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10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6-3 (平裝)
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. book 5,
workbook B/managing editor Karen
Huang .-- 三版二十四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1-8 (平裝)
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. book 6,
workbook A/managing editor Nikita
Nieh .-- 三版二十二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9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4-9 (平裝)
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. book 6,
workbook B/managing editor Nikita
Nieh .-- 三版二十二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
10909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9-4 (平裝)
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. book 7,
workbook A/managing editor Karen
Huang .-- 二版二十一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9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0-1 (平裝)
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. book 7,
workbook B/managing editor Karen
Huang .-- 二版二十一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9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3-2 (平裝)
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. book 8,
workbook A/managing editor Karen
Huang .-- 二版十 四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7-0 (平裝)
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. book 8,
workbook B/managing editor Karen
Huang .-- 二版十 四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5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28-7 (平裝)
Come
to
live
workbook
starter(International edition)/editors Jeff
Skiles, Diana Leeson, Jeff Macon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0805 .-- 6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435-2 (平裝)
Come to live: advanced .book 11, reading
& writing practice/managing editor
Karen Huang .-- 一版七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10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16-4 (平裝)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10, reading
& writing practice/managing editor
Karen Huang .-- 一版八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807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14-0 (平裝)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10,
workbook A/managing editor Mavis
Yeh .-- 五版六刷 .-- 臺北市 : LiveABC
Interactive Corporation, 10807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6-12-6 (平
裝)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10,
workbook B/managing editor Maivs

Yeh .-- 五版六刷 .-- 臺北市 : LiveABC
Interactive Corporation, 10807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6-13-3 (平
裝)

Howdy 8(Teacher's Manual)/author Amy
Lovestrand, Torch Pratt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9501 .-- 92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03-6 (平裝)
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11,
workbook A/managing editor Mavis
Yeh .-- 五版五刷 .-- 臺北市 : LiveABC
Interactive Corporation, 10910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6-15-7 (平
裝)

Jumping
Line
Aa-Mm(Teacher's
Manual)/author Ryan Campbell, Guy
Redmer, Shannon Tu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0101 .-- 9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02-9 (平裝)
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11,
workbook B/Managing editor Mavis
Yeh .-- 五版五刷 .-- 臺北市 : LiveABC
Interactive Corporation, 10910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6-19-5 (平
裝)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12, reading
& writing practive/managing editor
Karen Huang .-- 初版五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6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03-4 (平裝)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9 reading
& writing practice/managing editor
Karen Huang .-- 初版十二刷 .-- 臺北
市 :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,
109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17-1 (平裝)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9,
workbook A/managing editor Mavis
Yeh .-- 五版十刷 .-- 臺北市 : LiveABC
Interactive Corporation, 10910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6-11-9 (平
裝)
*Dr.Betty 的 NEW TOEIC 金色證照滿
分讀. 閱讀篇/林薇(Dr.Betty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510 .-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82-3 (精裝) NT$880
Ez-Go 復習講義數學/趙益男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1 .-- 冊 .-ISBN 978-957-443-781-8 (全套:平裝)
e 通高中數學講義. 第四冊/林廷熹,
林廷樂編著 .-- 四版 .-- 高雄市 : 林廷
數學, 109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9003-5-5 (全套:平裝) NT$360
GEPT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一本通/杜
哲宏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
11001 .-- 2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34-7-7 (平裝) NT$320
99

Jumping
Line
Nn-Zz(Teacher's
Manual)/author Ryan Campbell .-- 臺北
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0001 .-- 9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07-4 (平裝)
LBD science. 8, forces and motion/editor
in chief Patricia Lee .-- 新北市 : 吉的堡
網路科技, 11001 .-- 60 面; 21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83-4-1 (平裝)
Let's talk Kentucky. book 03/editor in
chief Sandra Chang .-- 1st ed. .-- 高雄市 :
肯塔基文教企業, 11003 .-- 1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24-2-4 (平裝)
Letters
&
I
Aa-Mm(Teacher's
Manual)/author Ryan Campbell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0001 .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04-3 (平裝)
Letters
&
I:
Nn-Zz(Teacher's
Manual)/author Ryan Campbell, Yi Chen,
Guy Redmer, Shannon Tu, Michael
Vergara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文教, 10001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87-6-2 (平裝)
Live
escalate
start
workbook:
Assembling
your
gear/editors
LiveABC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公司, 10903 .-- 4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432-1 (平裝)
My abc: workbook. 2/writer Edward
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Emily
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10908 .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99-9 (平裝)
My Family & I(Teacher's Manual)/author
Ryan Campbell, Amy Gittelson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0101 .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01-2 (平裝)
My first words in English: 1200-word
vocabulary list/authors Kelsi Wright,
Tanya Lin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

語文教, 10907 .-- 7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87-2-4 (平裝)
My
Friends
&
I(Teacher's
Manual)/author Ryan Campbell, Guy
Redmer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文教, 10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87-9-3 (平裝)
My Town & I(Teacher's Manual)/author
Ryan Campbell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文教, 10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5-05-0 (平裝)
Phonics. 1(Teacher's Manual)/Ryan
Campbell, Guy Redmer, Shannon Tu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空 中 美 語 文 教 ,
10101 .-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7-7-9 (平裝)
Phonics. 2(Teacher's Manual)/author
Ryan Campbell, Guy Redmer, Shannon
Tu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0101 .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87-8-6 (平裝)
Phonics. 3(Teacher's Manual)/author
Ryan Campbell, Amy Lovestrand,
Shannon Tu, Karin Kan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0101 .-- 6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00-5 (平裝)
Point.破: 英文解題書/黃百隆編著 .-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2 .-- 6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86-3 (平裝) NT$600
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. 7, IELTS
listening/Andrew Guilfoyle[作] .-- 臺北
市 : 書林, 11003 .-- 20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5-913-1 (平裝附光碟
片)
Reader. 1, look at me!/written by Tanya,
Maggie .-- 一版二十七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2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04-1 (平裝)
Reader. 2, grandpa's glasses/written by
Tanya, Maggie .-- 一版二十七刷 .-- 臺
北市 :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,
10908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05-8 (平裝)
Reader. 3, five beans/written by Olive
Lu .-- 一 版 二 十 六 刷 .-- 臺 北 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8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06-5 (平裝)

Reader. 4, Mike's busy day/written by
Olive Lu, Maggie Chien .-- 一版二十三
刷 .-- 臺 北 市 : LiveABC Interactive
Corporation, 10905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6-07-2 (平裝)
Reader. 5, home sweet home/written by
Olive Lu, Maggie Chien .-- 一版二十三
刷 .-- 臺 北 市 : LiveABC Interactive
Corporation, 10909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6-08-9 (平裝)
Reader. 6, sniffy girl/written by Melody
Chang .-- 一版二十二刷 .-- 臺北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9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09-6 (平裝)
Reader. 7, party night/written by Pamela
Lai .-- 一 版 二 十 刷 .-- 臺 北 市 :
LiveABC
Interactive
Corporation,
10909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10-2 (平裝)
Reader. 8: Fly, fly, fly high!/Writer
Melody Chang .-- 一版十四刷 .-- 臺北
市 :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,
10905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6-01-0 (平裝)
Reading workbook. 2= 兒童閱讀練習
本. 2/師德出版部編著 .-- 初版二刷 .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01 .-- 4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34-8-4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249
Ready!普高英文銜接教材/呂香瑩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3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03-0 (平裝)
School & I(Teacher's Manual)/author
Ryan Campbell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
中美語文教, 100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5-06-7 (平裝)
See the world extended worksheets.
A/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0908 .-- 2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437-6 (平
裝)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980-5 (平裝)
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. 起跑篇/洪
培珊, 陳宜雯, 欒美慧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5-4 (平裝)
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. 超越篇/洪
培珊, 陳宜雯, 欒美慧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9-2 (平裝)
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. 預備篇/洪
培珊, 陳宜雯, 欒美慧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6-1 (平裝)
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. 衝刺篇/洪
培珊, 陳宜雯, 欒美慧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50-8 (平裝)
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. 聲符暖身篇
/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7-8 (平裝)
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. 韻符暖身篇
/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8-5 (平裝)
ㄅㄆㄇ起步走國語教師手冊/南一幼
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3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003-6 (平裝)
ㄅㄆㄇ頂呱呱(教師手冊)/周幸慧, 吳
雅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96-2 (平裝)
ㄅㄆㄇ頂呱呱: 評量本/周幸慧, 吳雅
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61-0 (平裝)
ㄅㄆㄇ嬉遊記: 評量本/周幸慧, 吳雅
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40-5 (平裝)

SUPER 小學教師手冊/安平人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79-9 (平
裝)

ㄅㄆㄇ嬉遊記教師手冊/周幸慧, 吳
雅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44-7 (平裝)

SUPER 好朋友教師手冊/吳霈懃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

一起瘋臺灣 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7-1 (平
裝)

100

*人身保險行銷概要/呂珍, 陸益世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811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27-2 (平裝) NT$400

工程數學. 110 版/吳迪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7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22-8 (平
裝) NT$650

*人身保險經紀人試題解析攻略(重
點速記+試題詳解)/屈必杰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3 .-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89-0 (平裝) NT$450

土裡的祕密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8-0 (平
裝)

*人身保險業務員速成 /張晴, 陳妍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805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73-9 (平裝) NT$380

上榜模板刑法總則/周易, 黃堯編著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1 .-37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025-5 (平裝) NT$470

*人身風險管理概要/呂珍, 陸益世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81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39-5 (平裝) NT$350

大數據 民事訴訟法/宋定翔編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45-1-1 ( 平 裝 )
NT$500

二技轉學考國文解題魔法書(109-107
年)/簡正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0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69-568-5 ( 平 裝 )
NT$420

大數據考點直擊: 民法(申論題)/池錚,
龍律, 張婕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2 .-68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045-7-3 (平裝) NT$600

小小身體大祕密教師手冊/黃淑琳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881-5 (平裝)

大數據考點直擊: 民法總則(申論題)/
池錚, 龍律, 張婕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,
11002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45-6-6 (平裝) NT$200

小 小運動員 教師手 冊 / 星星老師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990-4 (平裝)
小小觀察家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56-3 (平
裝)
小手玩雕塑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58-7 (平
裝)
*土地法規/洪正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8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28-1 (平裝)
NT$400
工具小百貨教師手冊/許麗萍, 蒲公
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12-9 (平裝)
*大眾捷運概論/夏進編著 .-- 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2 .-- 5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86-9 (平
裝) NT$560

大數據考點直擊: 台灣自然人文與地
理(測驗題)/宙勉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,
110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45-8-0 (平裝) NT$450
大數據考點直擊: 社會學(申論題)/湯
淮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1 .-- 5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5-0-4 (平裝)
NT$650
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. 2021: 英文
(107-109 年試題)/Jacob Wu, 楊華, 葛
瑞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1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67-5 (平裝) NT$560
*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. 2021: 經濟
學(107-109 年試題)/牧翰, 楊莉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1 .- 5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970-5 (平裝) NT$580
*公民/洪明明編著 .-- 二十一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3 .-- 520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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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88-3 (平
裝) NT$490
*公民: 國民營考試專用/林茵編著 .-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1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77-1 (平裝) NT$620
不可不知的英文文法/Francy Fang 總
編輯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9806 .-201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84-5 (平裝)
不可不知的基礎英語 1200 字 = 1200
English words you must know/Francy
Fang 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
9806 .-- 20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889-85-2 (平裝)
巴布的探險教師手冊/南一幼教編輯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7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73-7 (平裝)
*公民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師
群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
班, 10812 .-- 4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55-7 (平裝) NT$420
公民歷屆試題全解. 110 版(台電新進
僱員)/林茵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出版, 11002 .-- 70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27-3 (平裝) NT$620
月考好試多: 國文. 4/高廣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43-780-1 (平裝)
月考好試多: 數學. 4A/黃翊程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2 .-- 1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78-8 (平裝)
月考好試多: 數學. 4B/黃翊程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2 .-- 8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79-5 (平裝)
*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物理學/郝士
廉、林世鋒編著 .-- 1 版 9 刷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東華, 108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22-46-9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522-47-6 (下冊:平裝)
*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(全)/杜詩
統, 楊錦洲, 錢定國編著 .-- 1 版 5 刷 .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0809 .-- 4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45-2 (平
裝)
*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. 一/杜詩
統, 楊錦洲, 錢定國編著 .-- 初版 10
刷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0610 .-- 27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414 (平裝)

圖書, 11003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555-6 (平裝)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-611 (平裝)

*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. 二/杜詩
統, 楊錦洲, 錢定國編著 .-- 1 版 13
刷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0803 .-- 30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421 (平裝)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解
題祕笈/李俊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, 11001 .-- 2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56-3 (平裝)
NT$300

*中華電信業務類題庫攻略/三民補
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707 .-- 4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44-1 (平裝)
NT$460

*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. 三/杜詩
統, 楊錦洲, 錢定國編著 .-- 1 版 10
刷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0803 .-- 3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438 (平裝)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解
題祕笈(解答本)/李俊奇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2 .-- 2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600 (平裝) NT$300

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教師手冊/南一
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3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975-1 (平裝)

*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. 四/杜詩
統, 楊錦洲, 錢定國編著 .-- 1 版 11
刷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0803 .-- 3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445 (平裝)

元氣運動會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76-1 (平
裝)

*公共政策秒速記憶/程明編著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 3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685-6 (平裝) NT$500
公共政策議題: 巧說妙答/凌襄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1 .-- 41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78-8 (平裝) NT$480
文字真奇妙教師手冊/徐月娥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14-3 (平
裝)
*分回測驗卷: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
講義: 筆試及清潔作業/林宜編著 .-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1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550-1 (平裝)
天空大發現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89-1 (平
裝)
分析化學實習/張家銘, 歐秉原, 曾憲
平, 蔡永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3-176-7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23-191-0 (下冊:平裝)
水果樂園教師手冊/南一幼教編輯團
隊, Debby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877-8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(專二)飲料實務/張朠紹,
張萍如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比格熊演故事教師手冊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26-3 (平裝)
*升國中第 1 步英語先修/黃懷萱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4 .-- 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89-4 (平
裝) NT$130
*升國中第 1 步數學先修/蘇子義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4 .-- 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90-0 (平
裝) NT$130

*文意新 8 課/黃國書, 劉美娜, 簡欲尋,
吳雨文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8 .- 2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791-7 (平裝) NT$290
中餐烹調. IV/呂哲維, 陳楨婷編著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1 .-2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551-8 (平裝)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土木施工學概
要). 2021(106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
陳振銘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5-958-3 (平裝) NT$250

*不動產經紀人 35 天速成/陳仕弘編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7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12-0 (平裝) NT$590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工程力學(含
工 程 力 學 概 要 、 機 械 力 學 概 要 ).
2021(105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李
祥, 姜伯, 祝裕, 程東, 曾永銘, 張皓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54-5 (平裝) NT$500

*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/三民輔
考不動產教學研究組編 .-- 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5 .-- 49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68-7 (平
裝) NT$520

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( 工 程 數 學 ).
2021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程
逸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3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68-2 (平裝) NT$300

心理學搶分秘笈/路珈.蘇絲曼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2 .-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569-2 (平裝) NT$600

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( 工 程 數 學 ).
2021(103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程
逸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3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69-9 (平裝) NT$300

*六週拿到就業服務乙級/張珮芸, 曾
華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
習班, 10909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48-9 (平裝) NT$420
中華電信招考: 企業管理(含概要)/畢
斯尼斯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1 .-- 7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58-60-4 (平裝)
中華電信招考: 電信英文/殷文強編 .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1 .-- 4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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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土壤力學(含
土壤力學概要)). 2021(106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程峻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- 2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53-8 (平
裝) NT$25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文化行政與政
策分析(含文化行政概要)). 2021(101109 試題)(申論題型)/洪澤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- 2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798 (平裝) NT$22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文化資產概論
與法規). 2021(97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
型)/洪澤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2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5-977-4 ( 平 裝 )
NT$2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本國文學概論
(含本國文學概要)). 2021(101-109 年
試題)(申論題型)/李華編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76-7 (平
裝) NT$2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半導體工程).
2021(99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劉強,
袁大為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2 .-- 2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5-965-1 (平裝) NT$220
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( 自 動 控 制 ).
2021(99-109 年試題)/百官網公職師資
群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2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50-7 (平裝) NT$35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計算機概要).
2021(106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張
逸, 羅文, 陳峻楓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36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84-2 (平裝)
NT$45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計算機概論
( 含 計 算 機 概 要 、 計 算 機 系 統 )).
2021(105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張
逸, 羅文, 陳峻楓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36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83-5 (平裝)
NT$25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流體力學(含
流體力學概要、流體力學與水文學、
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). 2021(104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林禾, 林靖, 李祥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2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52-1 (平裝) NT$450
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( 基 本 電 學 ).
2021(100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陳
澤, 余宏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2 .-- 360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5-961-3 ( 平 裝 )
NT$380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結構學(含結
構學概要)). 2021(106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紫煌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45-960-6 ( 平 裝 )
NT$250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輸配電學概
要). 2021(99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
蔡宏恩, 陳澤, 李元, 孫廷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36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828 (平裝) NT$300

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( 電 力 系 統 ).
2021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林
力, 袁大為, 李元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36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73-6 (平裝)
NT$400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機械設計(含
機動學與機械設計、機械設計概要、
機械原 理概要 ). 2021(104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姜伯, 莊仲, 祝裕, 程東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2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55-2 (平裝) NT$450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電子儀表 概
要). 2021(99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
蔡宏恩, 劉強, 余宏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- 360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74-3 (平裝)
NT$3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電子學(含電
子 學 概 要 、 電 子 學 與 電 路 學 )).
2021(106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鄧
茗, 劉強, 張鼎, 袁大為編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- 36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63-7 (平
裝) NT$42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電路學(含電
子學與電路學、電子學與電路學概
要). 2021(104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
張鼎, 余宏, 袁大為, 鄧茗, 李元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 3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964-4 (平裝) NT$42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電磁學(含電
磁學與 電磁波 ). 2021(100-109 年試
題)/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- 2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49-1 (平
裝) NT$3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電機機械(含
電工機械概要)). 2021(104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陳澤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36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75-0 (平
裝) NT$4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熱力學(含熱
工學、熱力學與熱傳學). 2021(103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百官網公職
師資群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5-951-4 (平裝) NT$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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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機械製造學
(含機械製造學概要)). 2021(103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莊伯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576 (平裝) NT$34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鋼筋混凝土學
與 設 計 ( 含 鋼 筋 混 凝 土 學 概 要 )).
2021(106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紫
煌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62-0 (平裝) NT$25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營建管理與工
程材料). 2021(106-109 年試題)(申論
題型)/陳振銘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45-959-0 ( 平 裝 )
NT$250
叭叭小汽車教師手冊/蕭淑玲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3-5 (平
裝)
*民刑法總則主題式申論題庫全解.
110 版/陳曄, 周昉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67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06-8 (平裝)
NT$650
司法特考: 破解公民. 111 版/陳萱, 欣
怡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0912 .-- 8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80-1 (平裝) NT$650
*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(執達員)(普通
+專業). 2021(106-109 年試題)/Jacob
Wu, 文心, 文翊, 李華, 紫彤, 筱喻, 鄭
瑋, 蕭峰, 賽利絲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1 .-- 26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47-7 (平裝)
NT$360

瓜果家族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2-6 (平
裝)

世界真奇妙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5-5 (平
裝)

民事訴訟法: 全彩心智圖/宋定翔編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1 .-- 1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45-3-5 ( 平 裝 )
NT$480

*民航人員三等飛航管制歷屆綜合題
庫/金庸, 郭雋, 鄭中基, 顏台大, 林敏
玄, 魏志憲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49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694-8 (平裝)
NT$520

*民事訴訟法概要 /陳毅弘, 李由編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4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83-8 (平裝) NT$520
*民法概要/羅揚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9 .-- 51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71-5 (平裝)
NT$500
*民法概要/羅揚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1 .-- 62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91-3 (平裝)
NT$560
*民法概要/羅揚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0 .-- 56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13-7 (平裝)
NT$550
*民法概要 2020/羅揚編著 .-- 五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0 .-- 56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36-6 (平
裝) NT$550
*幼兒園教保員速成/曹威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5 .-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56-4 (平裝) NT$680

丙級化學學術科通關寶典/廖建治,
蔡永昌編著 .-- 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
科大圖書, 11001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3-182-8 (平裝)
丙級建築製圖應用: 手繪圖項學術科
通關寶典/張淑芬, 盧昭伶, 楊舜銘編
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2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184-2 (平裝)

文, 1100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8-64-2 (平裝)
外匯交易專業能力專業測驗: 速成總
整理/李惠華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1 .-- 35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697-3 (平裝)
NT$450
可愛的臉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83-9 (平
裝)
*犯罪學概要題庫攻略/賴索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3 .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530-79-1 (平裝) NT$420
*犯罪學概要題庫攻略/賴索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3 .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1-37-3 (平裝) NT$420

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
攻略/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.-- 七版 .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1 .-- 44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54-9 (平
裝) NT$490

外幣保單: 最新重點+試題解析 速成
總整理/廖乃麟編著 .-- 第 7 版 .-- 新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1 .-- 3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699-7 (平裝)
NT$390

丙級會計事務技能檢定術科講義/王
美慧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001 .-- 26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567-9 (平裝) NT$250

*外語領隊及導遊人員日語整理及測
驗(日文版)/江山文化社編輯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江山文化, 110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9422-4-9
(EPUB)

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考試秘笈/鈞
技工作室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科
友, 11002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00-4 (平裝)

*代數與統計精選題本. grade 5/陳廉
偉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62-1 (平裝) NT$200

*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題庫攻略/
李由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
習班, 10905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30-4 (平裝) NT$420

丙級網路架設含資訊類題庫工作項
目解析學術科研讀範本/施清壬, 李
明地, 陳兆淞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2 .-- 1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88-0 (平裝)

*民事與刑事訴訟法搶分小法典/三
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9 .-- 544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20-5 (平裝)
NT$450

*台電.中油.台水經濟部新進職員企
管類六合一題庫攻略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
習班, 10807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11-3 (平裝) NT$490

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1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71-3-0 (平裝)

台電、中油、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
試: 財務管理/錢富生編 .-- 八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01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58-57-4 (平裝)

*代數精選題本. grade 8/陳榮輝, 韋秉
忠, 蕭煜霖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65-2 (平裝) NT$200

生活小管家教師手冊/蕭淑玲, Debby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78-5 (平裝)

台電、中油、台水招考: 台電新進僱
員綜合行政五合一歷屆試題大全集/
鼎文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

*多元型式作文新題型實戰攻略/陳
雲飛, 黎容芝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901 .-- 432 面; 23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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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代數精選題本. grade 6/陳榮輝, 韋秉
忠, 蕭煜霖等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963-8 ( 平 裝 )
NT$200
*代數精選題本. grade 7/陳榮輝, 韋秉
忠, 蕭煜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64-5 (平裝) NT$200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43-4 (平裝)
NT$440
全民英語檢定通: 2021 素養題型(題
本+解答). 初級/王祈堯總編輯 .-- 臺
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3 .-- 29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7-0-0 (平
裝) NT$360
全民英檢中級全真題庫. 2021 新版/
孟慶蓉總編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師
德文教, 11003 .-- 31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34-9-1 ( 平 裝 )
NT$349
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: 2021 素養題
型(題本+詳解). 初級/王祈堯總編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空 中 美 語 文 教 ,
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314-6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986-99314-7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110 .- ISBN 978-986-99314-8-9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986-99314-9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957-9639-73-6 (第 5 冊:平裝) NT$110
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. 第十一回 =
Wow reach your goal/writer Edward
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Emily
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10812 .- 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97-5 (平裝)
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. 第十二回 =
Wow reach your goal/writer Edward
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Emily
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10809 .- 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98-2 (平裝)
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. 第七回 =
Wow reach your goal/writer Edward
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Emily
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10808 .- 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93-7 (平裝)
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. 第八回 =
Wow reach your goal/Edward Hsieh .-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10809 .-- 7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-94-4 (平
裝)
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. 第十回 =
Wow reach your goal/writer Edward
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Emily
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10811 .- 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96-8 (平裝)

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. 第六回 =
Wow reach your goal/writer Edward
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Emily
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10806 .- 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92-0 (平裝)

*地政士.不動產實用小法典/三民補
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十八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8 .-- 608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62-5 (平裝)
NT$480

米多羊說故事教師手冊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25-6 (平裝)

*行政法概要/李由, 林實恭編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1001 .-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86-1 (平裝) NT$620

早安動物園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3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30-0 (平
裝)

*行政法概要完全攻略/李由, 林實恭
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9 .-- 6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07-6 (平裝) NT$620

地底大冒險教師手冊/Latte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89-8 (平
裝)

行政學: 重要名詞/程明, 王濬編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1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45-2-8 ( 平 裝 )
NT$420

自來水招考: 配管裝修及配管與儀器
操作/洪禹編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1 .-- 3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58-59-8 (平裝)
*自來水評價人員共同科目 20 天上
榜速成/王曉瑜, 洪明明, 洪正, 夏亨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711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18-2 (平裝) NT$520

*行政學大意/黃彥勳編著 .-- 七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3 .-- 4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98-2 (平
裝) NT$490
*行政學大意題庫攻略/陳意編著 .-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7 .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1-46-5 (平裝) NT$390

地底妙世界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55-6 (平
裝)

*行政學最加分選擇測驗全攻略. 111
版/陳翎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1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08-2 (平裝) NT$580

好玩粉樂園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94-5 (平
裝)

老師開講 民法(親屬.繼承)/袁翟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2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45-9-7 ( 平 裝 )
NT$450

*刑法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師
群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
班, 10903 .-- 4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61-8 (平裝) NT$420
*刑法概要/陳毅弘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0 .-- 58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74-8 (平
裝) NT$590
*刑法概要題庫攻略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
班, 10904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24-3 (平裝) NT$380
*考典實戰. 2: 測驗題快攻 奪勝示例/
陳膺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
習班, 10804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530-82-1 (平裝) NT$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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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師開講: 民法(親屬、繼承)/袁翟編
著 .-- 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保 成 ,
11002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795-5 (平裝) NT$500
*地理/陳亦凡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911 .-- 56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23-6 (平裝)
NT$520
自然大驚奇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83-6 (平
裝)
*自然科探究與實作. Ⅰ/方志宏, 余
怡青, 柯人彰, 廖建銘編著 .-- 初版 .--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0809 .-- 6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49-5 (平裝)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2-4 (平
裝)

- ISBN 978-986-6134-98-2 ( 平 裝 )
NT$400

字彙即時通 4500-7000= Easy access to
vocabulary 4500-7000/ 空中美語 叢書
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
美語文教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087-3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330 .- ISBN 978-986-06087-4-8 (第 2 冊:平
裝) NT$330 .-- ISBN 978-986-06087-55 (全套:平裝) NT$550

妙妙管教師手冊/Latte 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74-7 (平裝)

*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聽
解入門練習. 下冊/游郁雯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豪風, 11002 .-- 16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34-99-9 (平
裝) NT$400

*企業管理(管理學.企業概論)/吳俊,
吳江林編著 .-- [第八版]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512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695-5 (平裝)
NT$620
企業管理. 110 版(台電)/公孫策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2 .- 7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25-9 (平裝) NT$620
企業管理. 110 版(鐵路)/公孫策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2 .- 7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26-6 (平裝) NT$620
*企業管理大意 /邵康編著 .-- 十八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9 .-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60-1 (平裝) NT$590
*企業管理概要(大意)/邵康編著 .-十 八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補 習 班 ,
10912 .-- 6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27-4 (平裝) NT$620
企業管理毅卡通/王毅編著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2 .-1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687-0 (平裝) NT$450
企業管理題庫: 破 point/王毅編著 .-5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1 .-- 7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712-9 (平裝) NT$700
行銷學(含行銷管理、行銷管理學)/
王毅編著 .-- 5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1 .-- 496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14-3 ( 平 裝 )
NT$580
貝比兔聽故事教師手冊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74-4 (平裝)
妙妙窗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
我 的手我的 腳教師手 冊 /顏怡欣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885-3 (平裝)
我 的麻吉朋 友教師手 冊 /許麗萍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978-2 (平裝)
我是 SUPERMAN 教師手冊/許麗萍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3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81-2 (平裝)
投信投顧法規高分速成/金融證照名
師群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2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71-9-2 (平裝)
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: 信投
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
4/ .-- 修訂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
期貨基金會, 11002 .-- 385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48-8-9 (平裝)
NT$350
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(電機工程技
師). 2021(102-109 年試題)/鄧茗, 劉強,
張鼎, 李元, 劉承, 程逸, 陳澤, 林力, 袁
大為, 孫廷, 曾誠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40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85-9 (平裝)
NT$450
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教師手冊/Dr.77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3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23-2 (平
裝)
我們這一家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28-7 (平
裝)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4/卜勻濰,
王涵郁, 林梧衛, 洪可欣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東大, 11002 .-- 21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9-3256-9 (平裝)
*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文
型練習. 上冊/陳乃慈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豪風, 11003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106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
與社會(乙版)/盧佩君, 洪德華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巿 : 育達文化, 11002 .-- 20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18-708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
學與分析. 上/賴金泉, 王昭君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 2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192-7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
學與分析實習. 上/賴金泉, 王昭君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1 .-- 18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178-1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經濟學隨堂講義/郭國欽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1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4-4-4 (下
冊:平裝) NT$171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
計算機應用程式/張俊雄, 林后鍾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1 .-- 30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183-5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
微處理機/柯建平, 賴明志, 吳佳迪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紅動創新,
11002 .-- 24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41-3-5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B. 一(乙版)/周秉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翔宇, 11002 .-- 180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24-3-7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
旅英語會話. 3= Tourism and hospitality
English conversation. 3/Owain Mckimm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
11003 .-- 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8-972-5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
旅英語會話. 第三冊/吳妙姬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, 11002 .-- 104 面;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9-3253-8 (平
裝)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0-2 (平
裝)

技術高中數學 B 學習講義含解析本/
陳建方, 曾國旭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3-193-4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3-202-3 (第 4 冊:平裝)

投資學: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、投信投
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
2/ .-- 修訂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
貨基金會, 11002 .-- 365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048-7-2 ( 平 裝 )
NT$500

技術高中數學 C 學習講義含解析本.
第二冊/曾國旭, 陳建方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187-3 (平裝)
技術高中數學 C 學習講義含解析本.
第四冊/曾國旭, 陳建方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2 .-2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181-1 (平裝)
*快速得分攻略考前 30 天大猜題: 自
然科/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.-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3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11 (平裝) NT$100
*快速得分攻略考前 30 天大猜題: 社
會科/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.-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3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198 (平裝) NT$100
*快速得分攻略考前 30 天大猜題: 英
語科/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.-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3 .-- 7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174 (平裝) NT$120
*快速得分攻略考前 30 天大猜題: 國
文科/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.-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3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167 (平裝) NT$100
*快速得分攻略考前 30 天大猜題: 數
學科/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.-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3 .-- 4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181 (平裝) NT$100
*投資型保險業務員高分速成/三民
保險證照名師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7 .-- 33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25-0 (平裝)
NT$350
我愛臺灣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
奇奇的夏天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73-0 (平
裝)
玩具總動員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99-0 (平
裝)

快樂玩蓋印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9-5 (平
裝)

*法科不用背/蘇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8 .-- 28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71-7 (平裝)
NT$400

車輛空調檢修實習/邱傳福, 楊國榮,
黃道易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, 11001 .-- 26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171-2 (平裝)

*法院組織法(含大意)/陳毅弘編著 .-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4 .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1-47-2 (平裝) NT$520

快樂屋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84-3 (平裝)

*法院組織法大意題庫攻略/三民補
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905 .-- 3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87-6 (平裝)
NT$390

私藏讀本: 公共管理/張本原編著 .-- 3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 83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01-3 (平裝) NT$680
金氏紀錄重點集錦: 記帳相關法規概
要. 110 版/金永勝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43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17-4 (平裝)
NT$420
玩布小超人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19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42 (平裝)
花生什麼事?教師手冊/南一幼教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80-8 (平裝)
金字招牌之審計學「查核程序」關
鍵記憶. 110/金永勝編著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104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20-4 (平裝)
NT$300
金字招牌之審計學「解釋名詞」關
鍵記憶. 110/金永勝編著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104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21-1 (平裝)
NT$300
玩具同樂會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5-8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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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事務管理概要(大意)/郭妍編著 .-十 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補 習 班 ,
10911 .-- 5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02-1 (平裝) NT$480
*事務管理題庫攻略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
習班, 10902 .-- 42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59-5 (平裝) NT$390
*初等/特考/地方五等英文/劉達, 許
文達, 劉亭雲, 歐陽編著 .-- 十八版二
刷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9 .-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45-8 (平裝) NT$450
初階外匯人員: 速成總整理/金融證
照編輯小組編著 .-- 第 17 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2 .-- 8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698-0 (平裝)
NT$480
*初等貨幣銀行學概要. 111 版/許偉,
許碩傑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1 .-- 37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18-1 (平裝) NT$480
*東華當代英文法練習. 上冊/曾淵培
編著 .-- 5 版 19 刷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華, 10705 .-- 1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2-48-3 (平裝)
*東華當代英文法練習. 下冊/曾淵培
編著 .-- 5 版 17 刷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華, 107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2-49-0 (平裝)
拒絕落榜: 我們與上榜的距離/史一
航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出版, 11001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682-5 (平裝) NT$450
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2 .-- 392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49-6 (平裝)
NT$420
花蕾/江山文化社編輯 .-- 桃園市 : 江
山文化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22-5-6 (EPUB)

*法學大意/洪正, 劉力編著 .-- 十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3 .-58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72-2 (平裝) NT$490

*南一閱讀菁華. 二部曲/廖敏村, 許
智傑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810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03-7 (平裝) NT$280

*法學大意/洪正, 劉力編著 .-- 十八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1 .-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00-7 (平裝) NT$490

*南一閱讀菁華. 首部曲/廖敏村, 許
智傑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908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02-0 (平裝) NT$260

*法學大意題庫攻略/李由編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5 .-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34-2 (平裝) NT$490

*英文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陽
作 .-- 十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1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84-5 (平裝) NT$490

*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搶分題庫
/三民輔考金融證照研究小組編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0 .-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21-2 (平裝) NT$280

*英文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陽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11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40-3 (平裝) NT$480

*法學知識(憲法+法學緒論)/洪正, 李
由編 .-- 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
班, 10910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76-2 (平裝) NT$580
*法學知識搶分小法典/廖震審訂 .-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9 .- 53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1-85-4 (平裝) NT$480
法學知識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2 .-- 536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2-00-4 (平裝)
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主題式題庫(含
歷年試題解析)/黃秋樺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2 .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213-2 (平裝)
*金融科技知識完全攻略/宋群編著 .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補 習 班 ,
10907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33-5 (平裝) NT$360
*法學緒論(含採購法)/洪正, 劉力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94-4 (平裝) NT$390
*法學緒論(法律常識)搶分小法典/三
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英文測驗秒速記憶/顏弘, 顏國秉編
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1 .-- 3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700-6 (平裝) NT$480
*英文題庫攻略/三民補習班名師群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3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70-0 (平裝) NT$390
美好動物園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3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8-9 (平
裝)

1091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566-2 (平裝)
食品加工實習/吳啟瑞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- 324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774 (下冊:平裝)
食品技師全攻略(103-109 年試題詳
解)/黃上品, 梁十著 .-- 臺南市 : 高元
進階智庫, 11001 .-- 483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566-6-6 ( 平 裝 )
NT$600
冠軍運動王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7-2 (平
裝)
洞洞樂教師手冊/佳伶老師繪本花園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79-2 (平裝)
美容造型概論. II/蘇淑玉, 游庭筠, 周
子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1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64-301-1 (平裝) NT$516
*信託業務人員高分速成/齊名揚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810 .-- 5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29-8 (平裝) NT$520
星球大冒險教師手冊/佳伶老師繪本
花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88-1 (平裝)
查理長大了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2-7 (平裝)

流行精選= Popular jazz music/張議中,
鄭卉淳, 林鈺婷, 王柔驊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全音樂譜, 11002 .-- 10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54-587 (平裝)

架構式: 稅務法規大意測驗題庫/張
建昭, 柏威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832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03-7 (平
裝) NT$630

美味粉派對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91-4 (平
裝)

*架構式: 稅務法規測驗題庫/張建昭,
柏威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832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696-2 (平裝)
NT$630

政府採購法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
名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02 .-- 43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71-5-4 (平裝)
食物學. II, Principles of food II/朱碧貞
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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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架構式刑法概要申論題庫. 110 版/
周昉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1 .-- 7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93-1 (平裝) NT$650
*架構式刑法概要測驗+申論答題一
點通/周昉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
出版, 11001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692-4 (平裝) NT$680

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163-6 (平裝)

計算機概論(含電腦概論/電腦常識).
2021: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/蔡宏恩作 .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1 .-- 65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03-1 (平
裝) NT$450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數學. 3A(教師
用)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- 2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629 (平裝)

音樂 DO RE MI 教師手冊/蕭淑玲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900-3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化學. I/陳
文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2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51-3 (平裝)

是誰住在裡面呀?教師手冊/佳伶老
師的繪本花園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7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29-4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化學. I(教
師用)/陳文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2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50-6 (平裝)

是誰畫的?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71-6 (平
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化學. II/張
懷哲, 陳文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2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61-2 (平裝)

建築技術規則(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
設計規範、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
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
原則). 110 年版/池體演, 賀士麃, 王山
頌, 沈宗樺, 蘇毓德, 林本, 蔡逸泓, 甘
子楠, 詹肇裕, 林孟章編輯 .-- 十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, 11001 .-- 35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66-50 (平裝) NT$380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化學.
II(教師用)/張懷哲, 陳文博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- 18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60-5 (平
裝)

*保險法規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
名師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補習班, 108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6530-90-6 ( 平 裝 )
NT$280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生物. I(教
師用)/張春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2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53-7 (平裝)

*保險法規概要 /汪合益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0 .-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78-4 (平裝) NT$420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生物. I/張
春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2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52-0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生物. II/楊
智傑, 吳庭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2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55-1 (平裝)

保險特考: 保險法規概要/胡劭安編 .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2 .-- 5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-635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生物.
II(教師用)/楊智傑, 吳庭瑜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- 24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54-4 (平
裝)

*保險學概要/汪合益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0 .-- 36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75-3 (平
裝) NT$390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物理. I/陳
世清, 鄭光泓, 顏銘裕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- 17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57-5 (平裝)

美顏. IV/林明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科友, 1100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64-299-1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物理. I(教
師用)/陳世清, 鄭光泓, 顏銘裕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- 17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568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數學. 3A/蘇信
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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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物理. II/陳
世清, 鄭光泓, 顏銘裕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- 17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59-9 (平裝)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物理.
II(教師用)/陳世清, 鄭光泓, 顏銘裕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158-2 (平裝)
高中自然科學探索.化學/黃業建, 陳
立偉, 劉獻文, 鄭文章, 洪碩靖, 倪行
健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2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70-4 (平裝)
高中自然科學探索.生物/蘇懿生, 吳
家進, 陳志郎, 鄭楷騰, 林靜吟, 謝建
智, 林琬亭, 王瑋龍, 周雅嵐, 杜侑哲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2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71-1 (平裝)
高中自然科學探索.地球科學/楊佳勳,
劉昀姍, 林佩瑩, 阿虎, 張堯婷, 黃建
文, 許舜婷, 陳宏銘, 謝曜宇, 劉麗純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2 .-- 1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72-8 (平裝)
高中自然科學探索.物理/劉國棟, 鄭
光泓, 汪登隴, 陳文賢, 楊志忠, 戴仁
欽, 王尊信, 劉坤昌, 簡麗賢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1 .-- 1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69-8 (平
裝)
高分英文測驗/顏弘編著 .-- 6 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592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13-6 (平
裝) NT$650
高 中 無敵 講 義 . 數 學. 3B/何俊 明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165-0 (平裝)
高中無敵講義.數學. 3B(教師用)/何
俊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2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64-3 (平裝)
高中數學 A 複習週記/何俊明, 蘇彩
琳等著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晟景數
位文化, 1100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815-4-5 ( 平 裝 )
NT$200

高中數學 B 複習週記/呂庭維, 王信
元等著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晟景數
位文化, 1100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815-5-2 ( 平 裝 )
NT$180
高中選修化學. II,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
率/盧澔, 黃鴻作 .-- 臺北市 : 寰宇知
識科技, 11002 .-- 17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615-7-8 (平裝)
高中選修生物. II/殷琴作 .-- 臺北市 :
寰宇知識科技, 11002 .-- 88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5-9-2 (平裝)
高中選修生物素養題本. III(教師用)/
蘇懿生, 呂亞立, 楊雅齡, 陳閔鉉, 曾
愷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3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73-5 (平裝)
高中選修物理. II, 力學(2)與熱學/林
靖, 劉家齊作 .-- 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
技, 11002 .-- 18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15-6-1 (平裝)
*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(大意)/洪正編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805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95-1 (平裝) NT$520
*消防法規概要/廖震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0 .-- 50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05-2 (平
裝) NT$480
修但幾勒: 問老師前你可以先看這本
升學 QA/陳孟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3 .-- 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02-3 (平裝)
神奇妙妙畫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8-8 (平
裝)
*航空氣象學/尉柏志編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26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051 (平裝) NT$460

海洋探險隊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7-3 (平
裝)

*高登老師的記帳士專業科目破題書
/高登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
習班, 10909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19-9 (平裝) NT$560

格鬥!政治學/方彥鈞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2 .-- 4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373 (平裝) NT$450

高普考國文題庫攻略(測驗題)/張揚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02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71-6-1 (平裝)

神祕盒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86-0 (平
裝)

高普考標竿會計學(含中會)申論&測
驗完全解析. 110 版/柏威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2 .-- 67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23-5 (平
裝) NT$650

記帳士考試: 會計學概要. 110 版/文
呈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97-9 (平裝) NT$600
紙張小高手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6-6 (平
裝)
*記帳士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
報實務(二合一). 110 版/蘇允成, 蘇仁
偉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2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98-6 (平裝) NT$650
財務分析: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、投信
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
庫. 3/ .-- 修訂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證
券期貨基金會, 11002 .-- 405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48-3-4 (平裝)
NT$500

*消費者行為(含概要)/王毅編著 .-[二版]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1 .-- 3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83-2 (平裝) NT$430
*財稅法務六合一題庫攻略/三民補
習班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補習班, 11001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1-73-1 ( 平 裝 )
NT$580
高普特考: 心理學(含諮商與輔導)(含
概要)/宋怡靜編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鼎文, 11001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8-56-7 (平裝)
*桃園捷運(運務類)五合一 15 天速成
/陳雲飛, 許文達, 夏進編著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705 .-- 51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777 (平裝) NT$560

記帳相關法規概要. 110 版/金永勝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 5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16-7 (平裝) NT$620

家電總動員教師手冊/陳安平, 星星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92-8 (平裝)

*高普考/地方特考/三四等英文完全
攻略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陽編
著 .-- 十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9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57-1 (平裝) NT$500

恐龍當家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0-0 (平
裝)

神奇粉魔術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4-1 (平
裝)

*高普考: 行政學 18 種解題核心測驗
題庫. 110 版/郭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8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04-4 (平裝)
NT$650

海洋大鯨奇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86-7 (平
裝)

高普考英文題庫攻略/李豪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2 .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71-7-8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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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國小 5 年級課程閱讀練五功(素養能
力養成練習本)/李永貞, 陳愫儀, 張耿
聞, 施教麟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10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834-1 (平裝) NT$220
*國小 6 年級課程閱讀練五功(素養能
力養成練習本)/李永貞, 陳愫儀, 張耿
聞, 施教麟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10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835-8 (平裝) NT$220

*國小中年級課程閱讀練五功(素養
能力養成練習本)/李永貞, 陳愫儀, 陳
人豪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904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33-4 (平裝) NT$220

*國中課程. 1, 閱讀練五功(會考素養
練習本)/李永貞, 陳愫儀, 張耿聞, 施
教麟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810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36-5 (平裝) NT$220

*國文/陳雲飛編 .-- 十八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910 .-- 54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72-4 (平裝)
NT$490

*國中課程. 2, 閱讀素養練五功(會考
素養題殼練習本)/陳愫儀, 施教麟編
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810 .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837-2 (平裝) NT$250

*國文(作文/公文/測驗)完全攻略/陳
雲飛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
習班, 10909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84-7 (平裝) NT$500
*國文(含公文格式用語)/陳雲飛編
著 .-- 十八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
習班, 10908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530-99-9 (平裝) NT$490
*國文 30 天輕鬆破關/晁瑋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1 .-4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51-9 (平裝) NT$360
國中二年級. 2, 自然/盧澔, 陳鎮州, 林
冠宏, 唐婉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寰宇知識科技, 11002 .-- 17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5-8-5 (平裝)
*國文完全攻略 /王曉瑜, 陳雲飛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810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42-7 (平裝) NT$520
*國文完全攻略 /王曉瑜, 陳雲飛編
著 .-- 17 版 2 刷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
班, 10910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1-50-2 (平裝) NT$520
*國中英語 Focus 閱讀素養力. Level 1/
朱子昀, 洪亞蓁, Eagle Lee, 黃書文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8 .-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807-5 (平裝) NT$200
*國中英語 TOP 閱讀素養題組/陳秋
虹, 李侑純, 林介, 周萍, 黃慧婷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4 .-- 冊 .- ISBN 978-957-443-804-4 (上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57-443-805-1 (下
冊 : 平 裝 ) NT$200 .-- ISBN 978-957443-806-8 (全套:平裝)
國文教甄複試高分數位課程/徐弘縉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11-8 (PDF)

*國文題庫攻略/劉義作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8 .-- 46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67-0 (平
裝) NT$460
基本小六法/保成法學苑編著 .-- 五十
六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2 .-295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796-2 (平裝) NT$600
*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1 下/林
俊呈, 李佳美, 胡芷寧, 許智翔, 劉婉
柔, 劉筱薇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2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776-4 (平裝) NT$108
*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2 下/林
俊呈, 胡芷寧, 洪駿曜, 許智翔, 陳信
志, 黃泰益, 劉婉柔, 劉筱薇編撰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2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77-1 (平
裝) NT$112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二冊(1
下)/王鶴森, 陳厚諭, 李亦芳, 黃正杰,
黃智勇, 陳逸民, 謝芳怡, 蕭玉琴, 李
欣靜, 楊裕隆, 莊蕙鴻, 王詩文, 高薏
亭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2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6-30-4 (平裝)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二冊,
一年級下學期/王琛智, 吳建勳, 李世
雷, 林佑玲, 夏淑琴, 陳秀琪, 陳麗婷,
楊志豪編撰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2 .-- 7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47-6 (精裝)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六冊(3
下)/丁翠苓, 李敏華, 余能信, 邱詩涵,
張繻方, 陳碧涵, 楊淑苓, 蔡政杰, 龍
芝寧, 謝芳怡, 蕭玉琴編寫 .-- 三版四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2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6-281 (平裝)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六冊,
三年級下學期/林佑玲, 陳秀琪, 唐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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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, 程峻編撰 .-- 三版四刷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2 .-- 5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49-0 (精裝)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四冊(2
下)/陳厚諭, 黃國恩, 黃智勇, 陳俊民,
郭昇, 吳念芝, 陳柏蓉, 邱得全, 高嬅,
梁嘉音, 謝芳怡, 邱寵萱, 劉芸函, 馮
嘉玉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6-29-8 (平裝)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四冊,
二年級下學期/吳建勳, 李世雷, 林佑
玲, 陳秀琪, 陳麗婷, 黃則緯, 楊志豪,
蔡雅詩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2 .-- 7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48-3 (精裝)
移民特考試題大補帖(移民行政類)
普通+專業. 2021(109 年試題)/Jacob
Wu, 李華, 鄭瑋, 蘇靖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1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71-2 (平
裝) NT$350
基本電學(含實習)總複習(107 課綱)/
王金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
復興, 11001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773-7-4 (平裝) NT$450
國民營事業招考.破解英文/羅然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1 .-- 8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024 (平裝) NT$580
*國考輕鬆讀: 蘇奕老師的法科實戰
攻略/蘇奕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補習班, 10604 .-- 240 面; 23X1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1-52-6 ( 平 裝 )
NT$360
教你正解!民事訴訟法/李甦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1 .-- 67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187 (平裝) NT$750
專技社工師 7 合 1 應試寶典/陳思緯
編 著 .-- 六 版 .-- 臺 北 市 : 考 用 ,
11002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5-26-2 (平裝) NT$650
陪我玩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33-1 (平裝)
教育理念與實務: 精選及進階題庫/
黃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1 .-- 608 面; 24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514-679-5 ( 平 裝 )
NT$500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13-6 (平
裝)

*教育專業科目速成/曹威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4 .-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75-5 (平裝) NT$520

陸 海空點點 名教師手 冊 /許麗萍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993-5 (平裝)

動物好朋友教師手冊/陳安平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8-6 (平
裝)

健康飲食/汪曉琪, 林琪凰, 賴冠菁, 李
麗美, 宋威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科友, 11001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298-4 (平裝) NT$400

動物狂歡節教師手冊/南一幼教編輯
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892-1 (平裝)

健康與休閒生活/余麗春, 呂嘉偉, 王
素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巿 : 育達文
化, 11001 .-- 2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18-69-2 (平裝) NT$250

動物服裝秀教師手冊/蕭淑玲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22-5 (平
裝)

健康與休閒生活/林秀惠, 林國強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, 11003 .-12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9221-3 (平裝)

動物高手教師手冊/吳霈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24-9 (平
裝)

符號躲貓貓教師手冊/陳安平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27-0 (平
裝)

動物家族教師手冊/蕭淑玲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88-4 (平
裝)
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化工製程類)共同+專業. 2021(104109 年試題)/Jacob Wu, 李華, 楊華, 林
隆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3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5-978-1 (平裝) NT$500

魚兒嘉年華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87-4 (平
裝)
動物寶貝(教師手冊)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95-5 (平
裝)
這是一本政治學解題書/程燁編著 .-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,
11002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238-0 (平裝) NT$450
設計群專業(一)30 天輕鬆破關/鄭竹
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資訊, 11002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71-8-5 (平裝)
統計學: 重點觀念與題解/許誠哲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5661 (上冊:平裝) NT$550 .-- ISBN 978986-269-567-8 (下冊:平裝) NT$550
淘氣的雨滴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電機類)共同+專業. 2021(104-109
年試題)/Jacob Wu, 李華, 李長綱, 余宏,
林力, 栗絲, 孫廷, 袁大為, 陳澤, 張鼎,
紫彤, 鄧茗, 蘇菲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36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80-4 (平裝)
NT$450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儀電類)共同+專業. 2021(104-109
年試題)/Jacob Wu, 李華, 余宏, 栗絲,
袁大為, 張逸, 張鼎, 詹森, 紫彤, 鄧茗,
劉逸, 蘇菲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3 .-- 360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45-981-1 ( 平 裝 )
NT$450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機械類)共同+專業. 2021(104-109
年試題)/Jacob Wu, 李華, 李祥, 林禾,
栗絲, 紫彤, 張皓, 蘇菲編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2 .-- 2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5-956-9 (平
裝) NT$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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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國營事業機械原理/概論完全攻略/
李非凡, 劉育德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1 .-- 64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64-9 (平裝)
NT$650
*眼鏡光學概要/仕宇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710 .-- 3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65-6 (平
裝) NT$390
瓶罐小達人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5-9 (平
裝)
排灣族本位國語教師手冊: 一年級上
學期. 首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版 .-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02 .-- 5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-92-7 (平裝)
排灣族本位國語教師手冊: 一年級上
學期. 第一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02 .-- 5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-93-4 (平
裝)
排灣族本位國語教師手冊: 一年級下
學期. 第二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02 .-- 7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-94-1 (平
裝)
排灣族本位國語教師手冊: 二年級上
學期. 第三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02 .-- 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-95-8 (平
裝)
排灣族本位國語教師手冊: 二年級下
學期. 第四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02 .-- 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-96-5 (平
裝)
排灣族本位數學教師手冊: 一年級下
學期. 第二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02 .-- 8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02-3 (平
裝)
排灣族本位數學教師手冊: 二年級上
學期. 第三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02 .-- 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03-0 (平
裝)
排灣族本位數學教師手冊: 二年級下
學期. 第四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02 .-- 80 面;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04-7 (平
裝)

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958-4 (平裝) NT$200

ISBN 978-986-99048-2-7 ( 平 裝 )
NT$350

陽光菜園教師手冊/南一幼教編輯團
隊, 蒲公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91-1 (平裝)

植物小玩家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85-0 (平
裝)

*郵局內勤四合一 30 天速成/三民補
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906 .-- 6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15-1 (平裝)
NT$650

植物好幫手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9-3 (平
裝)

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: 期貨商業務員
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2/ .-- 修訂
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貨基金
會, 11002 .-- 4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048-4-1 (平裝) NT$500

*郵局內勤四合一題庫攻略/張啟新
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6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66-1 (平裝) NT$490
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. 生物/郭建君,
沈沐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1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42-9 (平裝)
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. 數學 B/黃翊程,
何以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1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43-6 (平裝)
童 言 童 語 . 2 = Jerry's Practical
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 Sannin Tsai,
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 Hsieh .-- 臺
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9801 .-- 36 面; 2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-80-7 (平裝)
*幾何與統計精選題本. grade 4/黃秋
菊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57-7 (平裝) NT$200
*幾何與統計精選題本. grade 6/陳榮
輝, 韋秉忠, 蕭煜霖等編著 .-- [初版]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59-1 (平裝)
NT$200
*幾何與統計精選題本. grade 7/陳榮
輝, 韋秉忠, 蕭煜霖等編著 .-- [初版]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60-7 (平裝)
NT$200
*幾何與統計精選題本. grade 8/陳榮
輝, 韋秉忠, 蕭煜霖等編著 .-- [初版]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61-4 (平裝)
NT$200
*幾 何 精 選 題 本. grade 5/黃若 玲編
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507 .-

童玩百寶箱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97-6 (平
裝)
*量的計算精選題本. grade 4/鄭正雄
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51-5 (平裝) NT$200
*稅法與實務/王如編著 .-- 十四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91-08-3 (上冊:平裝)
NT$580 .-- ISBN 978-986-5591-09-0 (下
冊:平裝) NT$650
郵政: 消費者行為(含概要)/王毅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1 .-- 3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90-0 (平裝) NT$420
*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/陳
奇澤, 程湘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811 .-- 3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41-0 (平裝)
NT$440
*郵政英文題庫攻略/程浩編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1 .-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63-2 (平裝) NT$380
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+解題書/高宇
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
化, 11002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39-7 (平裝) NT$450
就是愛拼貼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20-1 (平
裝)
期貨交易法規: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
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1/財團法人中華
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.-修訂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貨
基金會, 11002 .-- 460 面; 23 公分 .-113

*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/
吳家銘, 蔚晴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903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04-5 (平裝)
NT$380
普通型高中歷史習作. 第一冊/張肇
祥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3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01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四/林晏
如, 胡琬瑞, 陳怡伶, 陳雯漪, 劉羽婷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,
11002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143-3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. III, 化學反
應與平衡一/黃業建, 廖靜宜, 王瓊蘭,
蘇捷魁, 吳秋月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3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76-6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. IV, 化學反
應與平衡二/蘇捷魁, 黃業建, 吳秋月,
廖靜宜, 王瓊蘭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3 .-- 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77-3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. III, 動物
體的構造與功能/董光中, 楊奕玲編
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3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85-8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文/
王靖芬, 李榮哲, 林皇德, 林麗雲, 卓
翠鑾, 涂釋仁, 徐孟芳, 徐秋玲, 陳智
弘, 陳嘉英, 黃大倬編輯委員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2 .-- 20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82-7 (第
5 冊: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. I/劉
俊庚, 吉佛慈, 林偌婷, 楊鵬耀, 謝東
霖, 陳映辛, 林威志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, 11003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4-7071-9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. II/吉
佛慈, 林威志, 林偌婷, 陳映辛, 楊鵬
耀, 劉俊庚, 謝東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, 11002 .-- 16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4-7094-8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. I/于
宏燦, 黃偉邦, 楊尚達, 賴廷倫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3 .-- 21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0726 (平裝)

創意捏捏樂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5-7 (平
裝)
超詳細不動產經紀人題庫寶典 4 合
1/甄慧, 劉俊廷, 莊濰銓, 施志遠編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, 11002 .-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25-5 (平裝) NT$620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. II/高
文芳, 張明哲, 陳正源, 陳其威, 黃信
雄, 楊才民, 楊宗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, 11002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4-7093-1 (平裝)

傑瑞實用美語: 心靈小語. 1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, Irene Chen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9801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89-74-6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
物理. IV, 電磁現象一/傅祖怡, 蔡志申,
蔡銘賢, 陳忠誠, 胡家瑒, 羅焜哲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3 .-1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9283-4 (平裝)

傑瑞實用美語: 心靈小語. 2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, Irene Chen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9801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89-75-3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. 4/楊翠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異果文創, 11001 .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47-0-2 (平裝) NT$380

傑瑞實用美語: 心靈小語. 3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, Irene Chen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9801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89-76-0 (平裝)

*期貨商業務員高分速成/邵康總編
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812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26-7 (平裝) NT$420
*普通數學題庫攻略/莫非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5 .-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38-0 (平裝) NT$320
*暑期復習講義英語. 1-2 冊/歐倖如編
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4 .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788-7 (平裝) NT$170
*暑期復習講義國文. 1-2 冊/沈信宏編
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4 .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786-3 (平裝) NT$170
*暑期復習講義數學. 1-2 冊/高峻哲編
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904 .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787-0 (平裝) NT$170
最新六合一食品技師歷屆綜合題庫
完全解析. 110 版/阮籍, 陳杰, 常瑛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07-5 (平裝) NT$650

傑瑞實用美語: 心靈小語. 4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, Irene Chen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9801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89-77-7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心靈小語. 5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, Irene Chen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9801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89-78-4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美國俚語. 1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9801 .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69-2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美國俚語. 2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9801 .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70-8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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傑瑞實用美語: 美國俚語. 3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 .-- 臺 北 市 : 長 頸 鹿 文 化 ,
11001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889-71-5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美國俚語. 4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 .-- 臺 北 市 : 長 頸 鹿 文 化 ,
11001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889-72-2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美國俚語. 5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9801 .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73-9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童言童語. 1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, Irene Chen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9801 .-- 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89-79-1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童言童語. 3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, Irene Chen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9801 .-- 3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89-81-4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童言童語. 4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, Irene Chen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9801 .-- 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89-82-1 (平裝)
傑瑞實用美語: 童言童語. 5 = Jerry's
Practical English/editor Francy Fang,
Sannin Tsai, Jenna Lai, Katy Lin, Edward
Hsieh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9801 .- 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8983-8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
理含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 /黃旺根,
羅仲修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, 11002 .-- 40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185-9 (平裝)
葉子王國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2-8 (平
裝)

新大滿貫複習講義.數學 A. 1-4 冊/趙
士宏, 黃哲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3 .-- 3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78-0 (平裝)

節奏踢踢踏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93-8 (平
裝)

新大滿貫複習講義.數學 A. 1-4 冊(教
師用)/趙士宏, 黃哲男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3 .-- 3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79-7 (平裝)

*會計學 30 天輕鬆破關/程瀚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2 .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1-78-6 (平裝) NT$330

新大滿貫複習講義.數學 B. 1-4 冊/趙
士宏, 黃哲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3 .-- 3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80-3

*會計學習題解答/黃荃, 李明德著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0507 .-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39-1 (平裝)

新大滿貫複習講義.數學 B. 1-4 冊(教
師用)/趙士宏, 黃哲男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3 .-- 3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81-0 (平裝)

*會計學習題解答/杜榮瑞, 薛富井,
蔡彥卿, 林修葳編著 .-- 7 版 6 刷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華, 10910 .-- 2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40-7 (平裝)

*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. 110 版/古正信,
鄭至焜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1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688-7 (平裝) NT$650

*會計學概要/三民會計學名師群編
著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2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53-3 (平裝) NT$620

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. 2021: 重點整理
精選考題/陳澤作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化, 11001 .-- 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04-8 (平裝) NT$450

*會計學概要習題解答/杜榮瑞, 薛
富井, 蔡彥卿, 林修葳編著 .-- 6 版 4
刷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0910 .-- 16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384 (平裝)

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文字語彙整理
集(日文版)/江山文化社編輯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江山文化, 110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9422-3-2
(EPUB)
頑皮的風教師手冊/安平人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75-4 (平
裝)
會計.稅務判解評析. 個人財產篇. 二/
王明勝, 桂祥晟, 王明勝, 吳俊志, 周
逸濱, 魯忠翰, 曾邑倫, 莊世金, 封昌
宏, 黃琦文, 夏翊翔, 黃士洲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2 .-- 1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490-9 (平
裝) NT$250
會計及財務分析: 歷屆題庫完全攻略
/黃卓盛, 張瀚星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2 .-- 5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06-2 (平裝)
NT$450
會計師標竿會計學(含中會)申論&測
驗完全解析. 110 版/柏威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2 .-- 6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24-2 (平
裝) NT$650

新時代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研讀範
本/蕭柱惠, 捷達工作室編著 .-- 十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169-9 (平裝)
新時代丙級印前製程: 圖文組版項學
術 科 研 讀 範 本 使 用
Photoshop/InDesign/Illustrator/ 倪 慧 君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2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190-3 (平裝)
新時代丙級室內配線(屋內線路裝修)
學術科研讀範本/鄧登木, 劉生武, 陳
永炎編著 .-- 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, 11001 .-- 18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186-6 (平裝)
新時代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研
讀範本/陳美燕, 程正豪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2 .-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189-7 (平裝)
新時代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研
讀攻略/寶鑑工作坊編著 .-- 十四版 .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- 1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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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705 (平裝)
新時代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
學術科研讀範本(AutoCAD 版)/TERA
工作室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, 11001 .-- 4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173-6 (平裝)
新時代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含機工
類共同學科題庫研讀範本 /官昭吟,
張秉書, 徐原贊編著 .-- 14 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- 30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72-9 (平裝)
新時代技能檢定共用項: 職業安全衛
生、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、環境保
護、節能減碳學科參考資料/TKD 技
能檢定中心彙整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1 .-- 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3-175-0 (平裝)
解剖生理學(精選題庫)/王玉文, 郭純
琦合著 .-- 六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
業, 11001 .-- 1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2-735-7 (平裝) NT$150
*農會共同科目(國文/農會法)/陳弘
儒, 陳雲飛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807 .-- 54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32-8 (平裝)
NT$550
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
教本: 110 年啟用試題: Windows 10 +
Fedora Core 20 + CentOS/胡秋明, 林文
恭研究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
資訊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724-7 (PDF) NT$450
微電腦結構/李章興編著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2 .-- 3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198-9 (平
裝)
*電路學. 110 版/鄭奇編著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40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691-7 (平裝)
NT$500
*跨閱素養/王秀梗, 林雯淑, 林麗芳,
洪郁婷, 曾書柔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904 .-- 22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92-4 (平裝) NT$290
遊戲小子教師手冊/佳伶老師繪本花
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96-6 (平裝)

經濟部新進僱員考試: 基本電學. 110
版/鄭奇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1 .-- 68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11-2 (平裝) NT$650
經濟部新進職員考試: 計算機概論
(概要)3 Point. 110 版/簡明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6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09-9 (平
裝) NT$650
經濟部新進職員考試: 電子學(概要).
110 版/鄭奇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1 .-- 7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10-5 ( 平 裝 )
NT$680
*經濟學/蘇文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806 .-- 56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69-2 (平裝)
NT$580
*經濟學 30 天輕鬆破關/王道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2 .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1-87-8 (平裝) NT$380
種子奇兵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4-0 (平
裝)
*臺中捷運站務員/技術員四合一 15
天速成/陳雲飛, 許文達, 夏進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1 .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530-96-8 (平裝) NT$560
*臺北捷運語文科目(國文、英文)/陳
雲飛, 許文達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902 .-- 4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81-4 (平裝)
NT$440
*銀行內部控制與稽核人員高分速成
/邵康總編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補習班, 10905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6530-74-6 ( 平 裝 )
NT$370
*銀行共同科目歷屆試題/三民補習
班名師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補習班, 10806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6530-68-5 ( 平 裝 )
NT$360
銀行招考、金融雇員: 貨幣銀行學
(含概要)/平心編 .-- 十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鼎文, 11002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58-62-8 (平裝)

與刑法有約解題趣. 分則篇/李允呈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
保成數位出版, 11001 .-- 8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5-5-9 (平裝)
NT$750

網路概論國營事業招考專用. 2021:
重點整理+精選考題/黃中生編著 .-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1 .-- 33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01-7 (平
裝) NT$450

與刑法有約解題趣. 總則篇/李允呈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
保成數位出版, 11001 .-- 8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5-4-2 (平裝)
NT$750

嘟嘟小火車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77-5 (平
裝)

*銀行專業科目歷屆試題/三民補習
班名師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補習班, 10807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6530-67-8 ( 平 裝 )
NT$450
*銀行貨幣銀行學概要. 110 版/許偉,
許碩傑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1 .-- 37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19-8 (平裝) NT$480
*綜合測驗(國文、公文寫作、英文、
邏輯分析)/陳雲飛, 許文達, 夏進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705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06-9 (平裝) NT$460
*精挑細選大作戰(教師手冊)/徐亦礽,
兵昕庭, 張郁玲, 王瑞宇編撰 .-- 初
版 .-- 嘉義縣 :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,
11001 .-- 5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42-3-4 (平裝)
*精挑細選大作戰(學生手冊)/徐亦礽,
兵昕庭, 張郁玲, 王瑞宇編撰 .-- 初
版 .-- 嘉義縣 :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,
11001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42-2-7 (平裝)
圖案點點名教師手冊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43-857-0 (平裝)
奪彪 3.0 精選生物題庫/黃彪編著 .-臺南市 : 高元進階智庫, 11001 .-- 56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66-73 (平裝) NT$600
*管理學 x 經濟學/王毅, 徐喬編著 .-[五版]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1 .-- 5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684-9 (平裝) NT$650
臺電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. 110 版/古
正信, 鄭至焜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1 .-- 6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699-3 ( 平 裝 )
NT$6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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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監獄行刑法概要題庫攻略/墨羲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6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70-8 (平裝) NT$420
嘟嘟的特別乘客教師手冊/徐月娥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870-9 (平裝)
*監獄學概要/喬正一編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1 .-- 49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79-3 (平
裝) NT$550
*監獄學概要題庫攻略/瑯琊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5 .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530-93-7 (平裝) NT$360
*精熟關鍵自然科實戰題本: 圖表、
實驗超自然/南一評鑑測驗中心命題
團隊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810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10-5 (平裝) NT$180
*精熟關鍵社會科實戰題本: 圖表、
跨科整合玩很大/南一評鑑測驗中心
命題團隊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10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811-2 (平裝) NT$180
*精熟關鍵英語科實戰題本: 長篇閱
讀、克漏字 KEY TO WIN/南一評鑑
測驗中心命題團隊編著 .-- [初版] .-臺南市 : 南一, 10810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09-9 (平裝)
NT$180
*精熟關鍵國文科實戰題本: 閱讀、
文意最前線/南一評鑑測驗中心命題
團隊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810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08-2 (平裝) NT$250
精選歷屆試題 30 天完全衝刺/世一文
化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
一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29698-9 (全套:平裝)

精選歷屆試題自然 30 天完全衝刺/世
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世一, 11003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29-646-0 (平裝)

*數與量精選題本. grade 8/陳榮輝, 韋
秉忠, 蕭煜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56-0 (平裝) NT$200

精選歷屆試題英文 30 天完全衝刺/世
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世一, 11003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29-642-2 (平裝)

數學 C 教學講義. 第三冊/曾湧傑, 焦
金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,
10908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9-3258-3 (平裝)

臺灣小玩家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15-0 (平
裝)

數學 C 學習講義. 第三冊/奕帆, 翁婉
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,
10908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9-3259-0 (平裝)

廚房工具的悄悄話教師手冊/許麗萍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3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72-3 (平裝)

數學小子教師手冊. A/南一幼教編輯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97-9 (平裝)

*數的計算精選題本. grade 4/鐘嘉展
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52-2 (平裝) NT$200

數學小子教師手冊. C/南一幼教編輯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99-3 (平裝)

熱情的太陽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0-4 (平
裝)

數學小子教師手冊. E/南一幼教編輯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800-6 (平裝)

*數理邏輯分析/賴和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5 .-- 3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80-7 (平
裝) NT$450

數學小子學習本/南一幼教編輯團隊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443-7320 (A1:平裝) NT$50 .-- ISBN 978-957443-733-7 (A2:平裝) NT$50 .-- ISBN
978-957-443-734-4 (A3:平裝) NT$50 .- ISBN 978-957-443-735-1 (A4: 平 裝 )
NT$50 .-- ISBN 978-957-443-736-8 (全
套:平裝)

*數理邏輯分析/賴和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10 .-- 3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35-9 (平
裝) NT$450
彈跳奇兵教師手冊/星星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95-9 (平
裝)
*數與量精選題本. grade 5/李宗翰編
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507 .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953-9 (平裝) NT$200
*數與量精選題本. grade 6/陳榮輝, 韋
秉忠, 蕭煜霖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954-6 ( 平 裝 )
NT$200
*數與量精選題本. grade 7/陳榮輝, 韋
秉忠, 蕭煜霖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05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955-3 ( 平 裝 )
NT$200

數學小子學習本/南一幼教編輯團隊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443-7474 (C1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43-7481 (C2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43-7498 (C3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43-7504 (C4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43-7511 (全套:平裝)
數學小子學習本/南一幼教編輯團隊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443-7528 (E1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43-7535 (E2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43-7542 (E3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43-7559 (E4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43-7566 (全套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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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a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
司, 11001 .-- 11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431-4 (平裝)
數學頂呱呱: 評量本/李香慧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60-3 (平
裝)
數學頂呱呱教師手冊/李香慧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98-6 (平
裝)
數學嬉遊記: 評量本/南一幼教幼小
銜接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720-7 (平裝)
數學嬉遊記教師手冊/南一幼教幼小
銜接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3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32-4 (平裝)
*歷史/鄒穎, 王偉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1 .-- 56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01-4 (平
裝) NT$520
*憲法完全攻略/李由編著 .-- 六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2 .-- 55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88-5 (平
裝) NT$520
*餐旅群專業(一)30 天輕鬆破關/陳佳
妏, 大心, 辛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2 .-- 37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81-6 (平裝)
NT$390
機械原理(含大意/概論) 重點整理+
精選考題. 2021/陳為, 陳冠隆編著 .-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1 .-- 67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696-6 (平
裝) NT$500
*機械原理(機械概論)題庫攻略/李非
凡, 劉育德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806 .-- 5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530-97-5 (平裝)
NT$480
機械常識/林柏超編著 .-- 第十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199-9 (PDF)
*機械製造與識圖/李弘升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7 .-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54-0 (平裝) NT$520

鋼筋混凝土必做 50 題型/徐毓宏, 許
鴻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,
11001 .-- 6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66-6-7 (平裝) NT$720

點線面全方位復習講義物理/陳昱統,
鍾淑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905 .-- 19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84-9 (平裝) NT$330

餐飲採購概要. II/楊美霜, 朱孟玲, 王
美玲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001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552-5 (平裝)

總體經濟及金融市場歷屆題庫完全
攻略. 2021 版/黃卓盛, 吳曉松編著 .-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1 .-- 4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00-0 (平
裝) NT$450

*導遊/領隊英文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
雲, 歐陽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補習班, 10907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6530-85-2 ( 平 裝 )
NT$490
*導遊/領隊實務. 一/陳偉隆, 龍玉雲
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7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10-6 (平裝) NT$490
*導遊/領隊觀光資源概要/陳亦凡
編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8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22-9 (平裝) NT$550
*導遊人員三合一題庫攻略/陳毅弘,
陳亦凡, 龍玉雲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8 .-- 38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14-4 (平裝)
NT$420

顏色萬花筒教師手冊/陳安平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01-3 (平
裝)
禮物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7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31-7 (平裝)
*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搶分小法典/三
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6 .-- 328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31-1 (平裝)
NT$360

班, 10902 .-- 7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530-92-0 (平裝) NT$650
*關鍵 128/10000. 空間幾何篇/南一書
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07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66-9 (平裝) NT$200
*關鍵 128/10000. 數與推理篇/南一書
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07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68-3 (平裝) NT$200
*關鍵 128/10000. 應用解題篇/南一書
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07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967-6 (平裝) NT$200
寶貝愛大海教師手冊/TATA 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82-9 (平
裝)

翻滾寶貝教師手冊/Latte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94-2 (平
裝)

寶貝愛大樹教師手冊/夜貓子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59-4 (平
裝)

*導遊領隊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
名師群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補習班, 10808 .-- 408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1-66-3 ( 平 裝 )
NT$450

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: 證券商高
級業務員、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
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1/ .-- 修訂二十二
版 .-- 臺 北 市 : 證 券 期 貨 基 金 會 ,
11002 .-- 62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48-6-5 (平裝) NT$500

寶貝愛地球教師手冊/蕭淑玲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1-7 (平
裝)

應用統計學 1000 題/徐銘傑, 張子傑
編著 .-- 第 19 版 .-- 臺北市 : 北一補
習班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147-0-1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500 .-ISBN 978-986-06147-1-8 (下冊:平裝)
NT$500

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: 證券商業
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1/ .-修訂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貨
基金會, 11002 .-- 47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048-1-0 ( 平 裝 )
NT$400

*隱形眼鏡學概要/程崇榮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712 .-5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69-4 (平裝) NT$580

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證券交易相關法
規與實務歷屆題庫完全攻略/黃卓盛
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002 .-- 7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705-5 (平裝) NT$500

聲音叮叮噹教師手冊/安平人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90-7 (平
裝)
點線面全方位復習講義地球科學/傅
志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0905 .-- 24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85-6 (平裝) NT$350

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: 證券商業務員
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2/ .-- 修訂
十七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貨基金會,
11002 .-- 45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48-5-8 (平裝) NT$400
*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高分速成/邵康
總編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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繽紛花園教師手冊/南一幼教編輯團
隊, 星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21-8 (平裝)
贏家科普與人文閱讀題組 /陳冠宏,
吳美珠, 郭春輝, 官曉君, 鄭典, 張聿
日, 何錫鏗, 黃萱, 適雲, 莊安安, 吳錫
鴻, 鄭川維合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4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175-9 (平裝)
贏家科普與人文閱讀題組(教師用)/
陳冠宏, 吳美珠, 郭春輝, 官曉君, 鄭
典, 張聿日, 何錫鏗, 黃萱, 適雲, 莊安
安, 吳錫鴻, 鄭川維合編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174-2 (平裝)
贏家啟動跨域閱讀: 古典與現代/黃
立玉, 張英聲, 陳儀青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2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83-4 (平裝)

贏家單字 2000 活用練習/Perlina Tseng,
古琪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68-1 (平裝)

*警察法規概要題庫攻略/墨羲編著 .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補 習 班 ,
10903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30-76-0 (平裝) NT$380

贏 家 單 字 2000 活 用 練 習 ( 教 師
用)/Perlina Tseng, 古琪薇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20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67-4 (平
裝)

魔法橋教師手冊/Dr.77 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7-9 (平裝)

贏家單字 2000 趴趴 GO/黃芯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1667 (平裝)
贏家想讀。享讀/林皇德, 陳春妙, 歐
陽立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184-1 (平裝)
*警專化學/蔚晴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801 .-- 31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77-9 (平裝)
NT$360

*鐵路特考破解公民/陳萱, 欣怡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0912 .- 8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681-8 (平裝) NT$650
*鐵路特考基本電學大意. 2020/夏傑
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1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16-8 (平裝) NT$480
*鐵路特考機械原理大意. 2020/李非
凡, 劉育德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補習班, 10901 .-- 64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03-8 (平裝)
NT$650

警專考試: 警專數學/吳啟昆編 .-- 十
七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1 .-- 5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-581 (平裝)

鐵路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. 110 版/古
正信, 鄭至焜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1 .-- 6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02-0 ( 平 裝 )
NT$650

警專招考: 警專地理/林新編 .-- 十六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1 .-- 4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-55-0 (平
裝)

*鐵路運輸學(大意)題庫攻略/陳少偉
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
109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1-89-2 (平裝) NT$420

警專招考: 警專國文(作文與測驗)/李
杰編 .-- 十七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1 .-- 5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58-54-3 (平裝)

*鐵路運輸學大意 X 鐵路法大意合訂
本-大進擊/劉奇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1 .-- 57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15-0 (平
裝) NT$630

*警專物理/吳家銘校訂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801 .-- 4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80-9 (平
裝) NT$420
*警專數學(乙組)/莫非編著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12 .-- 53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175 (平裝) NT$520
*警專數學(甲組)/莫非編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2 .-- 56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397 (平裝) NT$520
*警察法規概要/程湘, 墨羲編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908 .-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83-0 (平裝) NT$490

歡喜去拜年教師手冊/黃淑琳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6-2 (平
裝)
歡喜過新年教師手冊/黃淑琳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4-8 (平
裝)
歡喜慶團圓教師手冊/許麗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63-1 (平
裝)
*驗光學概要/仕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補習班, 10711 .-- 3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1-58-8 (平
裝) NT$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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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光學概要. II= Introduction to tourism
II/黃廷合, 潘盈仁編著 .-- 3 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, 11001 .-- 14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553-2 (平裝)
NT$411

兒童讀物
123 起步走數學評量本/南一幼教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83-2 (平裝)
123 起步走數學課本/南一幼教編輯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82-5 (平裝)
123 觸感書/Ivy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世一, 10402 .-- 16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29-615-6 (精裝附光碟
片) NT$160
换换市集/王景仪文; Mandie Kuo 曼蒂
图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221-1 (平裝)
猪老三的完美工程/武维香文; 康尼
里里图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002 .-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8-219-8 (平裝)
卖乳酪的女孩/武维香文; 久久童画
工作室图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002 .-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8-224-2 (平裝)
热情如火的威利/赵予彤文; a-jay 图 .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- 6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174 (平裝)
Alphabet/林瑪麗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智堡科技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089-2-2 (全套:精裝)
Alphabet reader treasure: learn the
alphabet with 26 artful stories/written by
Wiley Blevins; illustrated by Taiwan's
top artists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
克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03897-0 (全套:平裝)
BooBoo and Jubee save their boy/written
and illustrated by James Hugh Gough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James Hugh Gough,
11003 .-- 48 面; 20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545-4 (精裝)

Buddy English. vol. 13, Buddy's tree
house= 美語巴弟. 第十三冊, Buddy 的
樹屋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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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83-8-1 (平裝附光碟
片)
Come to live: advanced. book 9,
workbook B/managing editor Mavis
Yeh .-- 五版九刷 .-- 臺北市 : LiveABC
Interactive Corporation, 10903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6-18-8 (平
裝)
FOOD 超人神奇小汽車有聲書/風車
編輯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, 11002 .-- 3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610-9 (精裝)
FOOD 超人趣味收銀機有聲書/風車
編輯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, 11002 .-- 2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609-3 (精裝)
Go for English: in the park= 全國兒童
美語: 在公園裡/全國文化事業有限
公 司 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全 國 文 化 ,
11004 .-- 39 面; 24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63-5-0 (平裝附光碟片)
Keep the sky blue/ .-- 臺北市 : 雙向文
化, 11001 .-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750-28-2 (平裝)
Leaders kids conversation book/program
authors Betty Chiu, Nikle Ni .-- 桃園市 :
福祿貝爾教育科技, 110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139-0-2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139-1-9 (第 2 冊:
精裝)
Leaders. kindergarten L1/editors-in-chief
Sharon Wei, Connie Tu .-- 桃園市 : 福
祿貝爾教育科技, 11003 .-- 11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9-26 (精裝)
Leaders. kindergarten L2/editors-in-chief
Sharon Wei, Connie Tu .-- 桃園市 : 福
祿貝爾教育科技, 11002 .-- 11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9-33 (精裝)
Leaders. kindergarten L3/editors-in-chief
Sharon Wei, Connie Tu .-- 桃園市 : 福
祿貝爾教育科技, 11003 .-- 11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9-40 (精裝)

Leaders. kindergarten L4/editors-in-chief
Sharon Wei, Connie Tu .-- 桃園市 : 福
祿貝爾教育科技, 11002 .-- 11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9-57 (精裝)

ㄅㄆㄇ好朋友. 預備篇/洪培珊, 陳宜
雯, 欒美慧編著; 杜冠臻插畫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1-6 (平
裝)

Leaders. kindergarten L5/editors-in-chief
Sharon Wei, Connie Tu .-- 桃園市 : 福
祿貝爾教育科技, 11003 .-- 11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9-64 (精裝)

ㄅㄆㄇ好朋友. 衝刺篇: 遊戲本/南一
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745-0 (平裝) NT$80

Leaders. kindergarten L6/editors-in-chief
Sharon Wei, Connie Tu .-- 桃園市 : 福
祿貝爾教育科技, 11002 .-- 11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9-71 (精裝)
Lost kitten/by John D. Smith .-- 臺北市 :
敦煌, 11001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06-920-8 (平裝)
My animal friends/by John D. Smith .-臺北市 : 敦煌, 11001 .-- 4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19-2 (平裝)
Rabbet & her friends/by MuChing
Chen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03 .-- 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59-82-3 (精裝) NT$250
The alphabet journeys. level 2/managing
editor Tsai-Ming Chang; illustrator YunChuan Lu, Chia-Chi Hsu, Yi-Chieh Yen,
Chen-Yu Lee .-- 1st ed. .-- 臺中市 :
Blossom Academy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4578-0-4 (A-G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94578-1-1 (H-M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94578-2-8 (N-T:平裝) .-ISBN 978-986-94578-3-5 (U-Z:平裝) .-ISBN 978-986-94578-4-2 (全套:平裝)
The fox and the goat/Managing editor
Angela Lin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公司, 10811 .-- 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433-8 (平裝)
ㄅㄆㄇ好朋友. 起跑篇/洪培珊, 陳宜
雯, 欒美慧編著; 杜冠臻插畫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2-3 (平
裝)
ㄅㄆㄇ好朋友. 超越篇/陳梅英, 南一
幼教編輯小組編著; 鍾佳吟插畫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3-0 (平
裝)

120

ㄅㄆㄇ好朋友. 衝刺篇: 讀本/南一幼
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744-3 (平裝) NT$150
ㄅㄆㄇ好朋友. 聲符暖身篇/南一幼
教編輯小組編著; 游佳惠插畫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39-3 (平
裝)
ㄅㄆㄇ好朋友. 韻符暖身篇/南一幼
教編輯小組編著; 吳雅玲插畫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40-9 (平
裝)
ㄅㄆㄇ有聲互動學習書/風車編輯群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2 .-- 4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3-607-9 (精裝)
ㄅㄆㄇ快樂多. 聲符篇/南一幼教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46-7 (平裝) NT$80
ㄅㄆㄇ星樂園/張清榮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世一, 11002 .-- 5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43-9 (平裝)
ㄅㄆㄇ冒險王/[我的文化出版有限公
司]編輯小組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我
的文化, 109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854-24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854-25-6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854-26-3 (第 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854-27-0 (第 4 冊:平裝)
ㄅㄆㄇ起步走國語評量本/南一幼教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794-8 (平裝)
ㄅㄆㄇ起步走國語課本/南一幼教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93-1 (平裝)

ㄅㄆㄇ頂呱呱/周幸慧, 吳雅芬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580 (平裝)
ㄅㄆㄇ頂呱呱: 閱讀本/吳丹寧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627 (平裝)
ㄅㄆㄇ嬉遊記/周幸慧, 吳雅芬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399 (平裝)
ㄅㄆㄇ嬉遊記: 閱讀本/周幸慧, 吳雅
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41-2 (平裝)
一閃一閃小銀魚/保羅.侯爾(Paul Kor)
著; 羅凡怡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
人文化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384-477-8 (全套:精裝)
一個屋簷下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教組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605 .-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29-625-5 (平裝)
十個太陽/陳素月總編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光佑文化, 9506 .-- 38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-345 (平裝)
小 小運動 員 /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3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43-976-8 (平裝) NT$180
小不点儿/赵予彤文; 桃子图 .-- 新北
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- 6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16-7 (平裝)
小牛頓博物館: 探索沙漠祕境/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小 牛 頓 科 學 教 育 ,
10912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9-67-2 (平裝) NT$250
小牛頓博物館: 渾身是寶的甘蔗/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,
10911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9-66-5 (平裝) NT$250
小生活大探索. 1, 2 大主題 好朋友握
握手 大樹,你好/莊雅芸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709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29-622-4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 NT$350

小生活大探索. 2, 2 大主題 好朋友握
握手 葉子圓舞曲/莊雅芸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709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29-640-8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 NT$350
小生活大探索. 3, 2 大主題 身體探險
趣 聽大樹唱歌/莊雅芸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709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29-654-5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 NT$350
小生活大探索. 4, 2 大主題 手腳跑跳
碰 紙真好玩/莊雅芸總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世一, 10710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29-655-2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50
小生活大探索. 5, 2 大主題 頭兒變變
變 紙張變裝秀/莊雅芸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709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29-656-9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 NT$350

巴布的探險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9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96-9 (平裝)
文 字真奇 妙 /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3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43-934-8 (平裝) NT$180
水果觸感書/Ivy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世一, 10402 .-- 16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29-617-0 (精裝附光碟
片) NT$160
元 氣運動 會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3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43-937-9 (平裝) NT$180
天啊!大塞車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教組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711 .-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29-632-3 (平裝)

小白想要分享愛/陳素月總編輯 .-- 新
北市 : 光佑文化, 9608 .-- 38 面; 25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-38-3 (平裝)

太陽魚波波/彭育琦圖.文 .-- 第一版 .- 花蓮縣 : 彭育琦, 11001 .-- 32 面; 3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46-1 (精裝)
NT$360

小老鼠種大西瓜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
教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611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28-6 (平裝)

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(快樂學習
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809 .-- 25 面;
23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10 (平裝)

小梅枝的心愿/李文茹文; 蔡景文图 .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- 6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228 (平裝)

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(創意學習
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809 .-- 25 面;
23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65 (平裝)

小熊媽親子學英語私房工具 101+/小
熊媽(張美蘭)著; Nic 徐世賢繪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20-5 (PDF)
NT$380

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(遊戲學習
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809 .-- 25 面;
23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34 (平裝)

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/沈媛作; 楊
燾寧繪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,
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52-3290 (全套:精裝) NT$1000
中文兒歌歡樂唱/莊雅芸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11 .-- 23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18-7 (精
裝) NT$399

正义小超人/赵予彤文; 久久童画工
作室图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002 .-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8-220-4 (平裝)
生气电影院/姜蜜文; 康尼里里图 .-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- 6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259 (平裝)

巴布的探險(快樂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9 .-- 25 面; 23＿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95-2 (平裝)

幼幼童話觸摸繪本/Yoyo Books 作; 呂
念庭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7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616-1 (全套:
精裝)

巴布的探險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9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98-3 (平裝)

幼 幼 童 話 觸 摸 繪 本 . 1, 三 隻 小 豬
/Yoyo Books 作; 呂念庭譯 .-- 新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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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車圖書, 11007 .-- 10 面; 18X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612-3 (精裝)
幼幼童話觸摸繪本. 2, 小紅帽/Yoyo
Books 作; 呂念庭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7 .-- 10 面; 18X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13-0 (精裝)
幼 幼 童 話 觸 摸 繪 本 . 3, 白 雪 公 主
/Yoyo Books 作; 呂念庭譯 .-- 新北市 :
風車圖書, 11007 .-- 10 面; 18X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614-7 (精裝)
幼幼童話觸摸繪本. 4, 醜小鴨/Yoyo
Books 作; 呂念庭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7 .-- 10 面; 18X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15-4 (精裝)
四季村的水果樹/陳素月總編輯 .-- 新
北市 : 光佑文化, 9612 .-- 38 面; 25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-37-6 (平裝)
尼亞的避難秘笈/王茹茵, 危成逸, 陳
侑欣, 張巧琳圖文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弘光科大文創系, 11001 .-- 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499-132 (平裝) NT$150
生活小高手. 1/蔡靜枝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世一, 9805 .-- 32 面; 24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66-8 (平裝)
生活小高手. 2/蔡靜枝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世一, 9811 .-- 32 面; 24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67-5 (平裝)
生活小高手. 3/黃慧敏, 錢珮筠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9805 .-- 32 面;
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682 (平裝)
生活小高手. 4/蔡靜枝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世一, 9811 .-- 32 面; 24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69-9 (平裝)
白茄苳樹(華語/邵語)= Mapuzipuzi a
Parakaz a Lalawa/袁守康, 卓惠美中文
文字; 袁守康族語文 字 ; 卓惠美繪
圖 .-- 南投縣 : 投縣府, 11001 .-- 3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2-67-7 (精
裝)
生活頂呱呱/丁元真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3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57-3 (平裝)
生氣王子/賴馬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77-9
(EPUB)
NT$360

市場有隻狗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教組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611 .-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29-627-9 (平裝)
台語兒歌歡樂唱/莊雅芸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11 .-- 23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19-4 (精
裝) NT$399
囝仔王子= Gínná Ôngchú/Antoine de
Saint-Exupéry 作; 莊惠平翻譯; 高安勇
編集 .-- 初板 .-- 新竹縣 : 高安勇,
1100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507-2 (平裝)
全生活星樂園/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
心 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100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645-3 (平裝)
早安動物園(探索遊戲書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903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916-4 (平裝)
光禿禿國王過耶誕/陳素月總編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光佑文化, 9506 .-- 38
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36-9 (平裝)
自然小偵探/王麗君編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世一, 105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29-674-3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429-675-0 (第 2 冊:平裝)
成語小學堂/[我的文化出版有限公司]
編輯小組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我的
文化, 109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854-22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854-23-2 (第 2 冊:平裝)
成語故事王/黃慧敏編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世一, 107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29-672-9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429-673-6 (第 2 冊:平裝)
弟子規/林湘瀅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世一, 107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429-670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429-671-2 (第 2 冊:平裝)
我可以很平靜: 一起練習正向思考/
蘇珊.維爾德(Susan Verde)文; 彼得.雷
諾 茲 (Peter H. Reynolds) 圖 ; 劉 清 彥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49-6 (EPUB) NT$320
我的山居鳥日記: 25 種鳥類生活大集
合/鈴木守文.圖; 陳采瑛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36 面; 28 公
122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78-4 (精裝)
NT$320
我的幼幼認知有聲學習書. II/風車編
輯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2 .-- 1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3-611-6 (精裝)
形狀洞洞書/世一文化編輯群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4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29-699-6 (全套:平裝)
NT$800
我的恐龍世界著色書/世一文化編輯
群 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0501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694-1 (精裝) NT$320
形狀顏色觸感書/Ivy 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世一, 10402 .-- 16 面; 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16-3 (精裝附
光碟片) NT$160
我是刷牙小高手= じょうずな歯み
がき/楠章子著; ながおかえつこ繪;
李雅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32 面; 22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455-4 (精裝) NT$220
快 看 看 我 !/ 斯 圖 亞 特 . 林 奇 (Stuart
Lynch)圖; 麥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麥克, 11003 .-- 20 面; 18X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03-899-4 (精裝)
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(快樂學習
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803 .-- 25 面;
23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518 (平裝)
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(創意學習
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803 .-- 25 面;
23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501 (平裝)
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(遊戲學習
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0803 .-- 25 面;
23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495 (平裝)
我們班的新同學班傑明.馬利/賴馬文.
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48-9 (EPUB) NT$380
我們都是人: 一起練習同理心/蘇珊.
維爾德(Susan Verde)文; 彼得.雷諾茲
(Peter H. Reynolds)圖; 劉清彥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50-2
(EPUB) NT$320

吹笛手與魔法繩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
教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905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38-5 (平裝)

奇奇的夏天: 快樂學習本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7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32-7 (平裝)

我最討厭醫生了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
教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805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35-4 (平裝)

兒童即興教本. 中級/陳怡儒(Frederica
Chen), 洪筱函(Han Hung)作 .-- 臺北
市 : 洪筱函, 11002 .-- 43 面; 42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503-4 ( 平 裝 )
NT$480

我想要寵物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教組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705 .-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29-630-9 (平裝)

泡棉拼圖書: 動物/蔡靜枝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12 .-- 10 面;
14X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590 (平裝) NT$200

快 樂 頌 三 字 經 ( 有 聲 書 )/ 林 淑 貞 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509 .-6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700-9 (精裝)

阿當,這隻貪吃的貓/亞平文; 李憶婷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也是文創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8803-98 (全套:平裝) NT$800

奇幻杂货店/王景仪文; 桃子图 .-- 新
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- 6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23-5 (平
裝)

長 腳 的 房 子 / 蘇 菲 . 安 德 森 (Sophie
Anderson)著; 洪毓徽譯 .-- 臺北市 : 三
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4-7101-3 (EPUB)

佮水共生/黃萱儀作.構圖 .-- 初版 .-宜蘭縣 :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, 109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3-4-6
(PDF) NT$500

阿媽舊厝有故事/黃萱儀作 .-- 初版 .- 宜蘭縣 :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13-5-3 (PDF) NT$500

花生什麼事?(快樂學習本)/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0706 .-- 25 面; 23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44-0 (平裝)

阿嬤的布禮物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教
組 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0705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31-6 (平裝)

花生什麼事?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0706 .-- 25 面; 23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45-7 (平裝)
花生什麼事?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0706 .-- 25 面; 23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43-3 (平裝)
花奶奶的神祕香料主題概念書/世一
幼教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811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36-1 (平裝)
阿里的三堂课/武维香文; 蔡景文图 .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- 6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181 (平裝)
奇奇的夏天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7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39-6 (平裝)
奇奇的夏天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7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38-9 (平裝)

迪士尼幼兒繪本系列: 小茱蒂 3 冊套
書/南西.派倫特文; 薇薇安.吳圖; 黃
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光點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17-663 (全套:精裝) NT$960
孩子的自然科學 = Natural Science/莊
雅芸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7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29-6248 (第 1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986-429-650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350 .- ISBN 978-986-429-651-4 (第 3 冊:平
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29-6521 (第 4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986-429-653-8 (第 5 冊:平裝) NT$350
英文兒歌歡樂唱/莊雅芸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11 .-- 23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20-0 (精
裝) NT$399
為什麼會蛀牙呢?= むし歯のしょう
たい/楠章子著; ながおかえつこ繪;
李雅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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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4 .-- 32 面; 22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454-7 (精裝) NT$220
美好動物園(快樂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52-5 (平裝)
美好動物園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54-9 (平裝)
美好動物園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53-2 (平裝)
哞希妹妹長大了(中英對照)/小牛津
文; 余韋德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牛津國際文化, 11002 .-- 3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459-7-7 (精裝)
NT$350
故事三字經/許庭瑋編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世一, 104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29-660-6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429-661-3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429-662-0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429-663-7 (第 4
冊:平裝)
故事結局自己選: 為自己負責系列/
康 妮 科 威 爾 . 米 勒 (Connie Colwell
Miller) 文 ; 維 多 利 亞 . 阿 薩 內 利
(Victoria Assanelli)圖; 馬玲波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46-31-1 (全套:
精裝) NT$1200
冠 軍運動 王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3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43-938-6 (平裝) NT$180
查理長大了(快樂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46-4 (平裝)
查理長大了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47-1 (平裝)
查理長大了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48-8 (平裝)
是誰住在裡面呀?(快樂學習本)/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0903 .-- 25 面; 23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3-3 (平裝)
是誰住在裡面呀?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0903 .-- 25 面; 23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09-6 (平裝)

是誰住在裡面呀?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0903 .-- 25 面; 23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11-9 (平裝)
科學不思議. 4, 神奇植物吹泡泡/高
柳芳惠文; 水上實圖; 邱承宗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37-3
(EPUB) NT$320
科學不思議. 5, 隨機現象調查團/小
波秀雄文; 小松真也圖; 李佳霖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39-7
(EPUB) NT$320
恁久好無?安娜!/李毓中, 游珮芸文;
曹一竹圖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 : 客委會
客發中心, 11003 .-- 3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34-23-6 (精裝附數位
影音光碟) NT$350
哪吒大闹东海/林以维文; a-jay 图 .-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- 6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273 (平裝)
時光小學/王文華著; 王秋香繪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報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751-867-5 (全套:
平裝) NT$540
旅行的三顆種子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
教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805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34-7 (平裝)
迷你星空劇場: 童話王國故事投影機
= Fairy tale projector/莊雅芸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29-641-5 (全套:平裝)
NT$499
病毒來了,我該怎麼辦?: 新冠病毒防
疫繪本/伊莉莎白.詹娜, 凱特.威爾遜,
妮雅.羅勃茲文; 阿克賽爾.薛弗勒圖;
三民書局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14-3 (PDF)
乘風翱翔的信天翁/妮可拉.戴維斯
(Nicola Davies)文; 薩維多.魯賓諾圖;
劉清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
際, 11003 .-- 40 面; 24X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0-379-0 (精裝)
神祕的瓶中信/姜蜜文; 蔡景文图 .-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02 .-- 6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266 (平裝)

唐詩快樂頌. 1/潘守芳, 許麗萍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405 .-- 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767 (平裝)
唐詩快樂頌. 2/潘守芳, 許麗萍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411 .-- 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774 (平裝)
唐詩快樂頌. 3/黃慧敏, 林湘瀅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405 .-- 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781 (平裝)
唐詩快樂頌. 4/潘守芳, 許麗萍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411 .-- 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798 (平裝)
國王的洗澡水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教
組 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0711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33-0 (平裝)
國 王 的 泰 迪 熊 / 菲 比 . 史 汪 (Phoebe
Swan)文.圖; 劉清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 市 : 維 京國 際 , 11002 .-- 48 面 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3783 (精裝)
陪我玩(探索遊戲書)/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0909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969-0 (平裝)
動物狂歡節(快樂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706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42-6 (平裝)
動物狂歡節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706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41-9 (平裝)
動物狂歡節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706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40-2 (平裝)
動物園真有趣/陳素月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光佑文化, 9808 .-- 38
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40-6 (平裝)
動物觸感書/Ivy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世一, 10402 .-- 16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3-916-2 (精裝附光碟
片) NT$160
動動小指,比比看/廖佳儀, Jane Horne,
Victoria Harvey 作; 林欣儀, Véronique
Petit 插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2864-5 (全套: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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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巢大追蹤: 50 種鳥巢內幕大公開/
鈴木守文.圖; 陳采瑛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32 面; 24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86-9 (精裝)
NT$320
教得少學更多: 孩子學英文,這樣開
始!讓有興趣的聽和讀,激發能活用的
說與寫/陳超明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21-2 (PDF) NT$300
袋鼠,這是你的便便嗎?/潔絲.穆爾豪
斯(Jess Moorhouse)圖; 黃筱茵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, 11003 .-- 20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03-8987 (精裝)
符 號躲貓 貓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3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43-935-5 (平裝) NT$180
情境七巧板: 喵喵貓尋寶記/林淑貞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410 .-- 1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693-4 (精裝) NT$550
森林裡的商店街/陳素月總編輯 .-- 新
北市 : 光佑文化, 9612 .-- 38 面; 25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-35-2 (平裝)
就是愛摺紙. 1, 動物樂園/世一文化
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812 .-- 23 面; 19X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86-6 (平裝)
就是愛摺紙. 2, 恐龍家族/世一文化
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812 .-- 24 面; 19X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87-3 (平裝)
就是愛摺紙. 3, 海洋動物/世一文化
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912 .-- 24 面; 19X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88-0 (平裝) NT$99
就是愛摺紙. 4, 趣味生活/世一文化
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912 .-- 24 面; 19X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89-7 (平裝)
琪琪的神奇寶盒/陳素月總編輯 .-- 初
版一刷 .-- 新北市 : 光佑文化, 9408 .-38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7257-39-0 (平裝)
童謠歡唱繪本/風車編輯群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2 .-- 3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6086 (精裝)

預言未來的人/玉米辰作 .-- 初版 .-臺 北 市 : 交通 部 , 11003 .-- 48 面 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831 (精裝) NT$360

誰撿到這張紙?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
教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811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37-8 (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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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4-37-3 (EPUB) NT$250

數學星樂園/賴玟潔作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世一, 1100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29-644-6 (平裝)

節奏拍拍鼓(中文)/世一文化編輯群
編 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0611 .-- 4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690-3 (平裝)
節奏拍拍鼓(英文)/世一文化編輯群
編 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0611 .-- 4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691-0 (平裝)
愛唱歌的蟋蟀/陳素月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光佑文化, 9411 .-- 38
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41-3 (平裝)
圖案點點名/南一幼教編輯小組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38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9362 (平裝) NT$180
綠野蜥蹤/張庭禕, 詹雅庭, 王芷寧,潘
宥琳, 潘韶瑩, 王宥婷故事編寫.繪
圖 .-- 屏東縣 : 屏縣餉潭國小, 11002 .- 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90-3 (精裝) NT$250
數 字小超 人 /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763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80
廚房工具的悄悄話(快樂學習本)/ .-臺南市 : 南一, 10702 .-- 25 面; 23X25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29-7 (平裝)

禮物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71-3 (平裝)
禮物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72-0 (平裝)

數學頂呱呱/李香慧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759-7 (平裝)

翻轉童話 e 起來/張志銘, 陳茵嵐作;
米腸駿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1-046 (全套:平裝) NT$840

數學嬉遊記/南一幼教幼小銜接編輯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3-738-2 (平裝)

寶貝囡仔歌. 1/世一幼教組編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05 .-- 24 面;
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217 (平裝附光碟片)

貓十三主題概念書/世一幼教組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05 .-- 24 面;
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392 (平裝)

寶貝囡仔歌. 3/世一幼教組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05 .-- 24 面;
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644 (平裝附光碟片)

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/世一文化編
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9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29-680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429681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429-682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429-683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429-684-2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429-685-9 (全套:平裝)

寶貝囡仔歌. 5/世一幼教組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0905 .-- 24 面;
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651 (平裝附光碟片)

學前觀察力訓練 500 題/王雯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, 110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99757-7-3 (全套:
平裝)
機密任務. 1, 代號 X,抓住那個嫌犯!/
姜景琇著; 簡郁璇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03-851-9 (EPUB)

廚房工具的悄悄話(創意學習本)/ .-臺南市 : 南一, 10702 .-- 25 面; 23X25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31-0 (平裝)

貓偵探的數學謎題/施曉蘭, 楊嘉慧
文; 鄭玉佩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46-32-8 (全套:平裝) NT$810

廚房工具的悄悄話(遊戲學習本)/ .-臺南市 : 南一, 10702 .-- 25 面; 23X25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3-830-3 (平裝)

親親寶貝我的愛/陳素月總編輯 .-- 新
北市 : 光佑文化, 9604 .-- 38 面; 25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-42-0 (平裝)

嘿唷~嘿唷~麵粉村主題概念書/世一
幼教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
10605 .-- 24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626-2 (平裝)

礁溪阿媽我愛妳/黃萱儀作 .-- 初版 .- 宜蘭縣 :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13-3-9 (PDF) NT$500

熱鬧的池塘/陳素月總編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光佑文化, 9908 .-- 38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257-437 (平裝)

禮物(快樂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2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3-970-6 (平裝)
125

寶寶一級棒/王麗君作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世一, 10511 .-- 22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58-3 (平裝)
寶寶兒歌/世一幼教組編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世一, 10511 .--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92-7 (精裝)
寶寶數學/林淑貞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世一, 10511 .-- 14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657-6 (平裝)
魔法樹/伊妮.布萊敦(Enid Blyton)著;
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
化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048744-2 (全套:平裝)
聽! laljing-溪流下的智慧/朱曉雨故事
編寫; 邱維竹, 潘雅格, 高諾威, 高菲
比, 魏穎忻, 高菲兒, 潘雅妮繪圖 .-- 屏
東縣 : 屏東縣來義國小, 10912 .-- 40
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687-3 (精裝) NT$250
蘿蔔去哪裡(快樂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3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84-6 (平裝)
蘿蔔去哪裡(創意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3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87-7 (平裝)

蘿蔔去哪裡(遊戲學習本)/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0803 .-- 25 面; 23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3-882-2 (平裝)
晨讀 10 分鐘: 人物故事集/王文華選
編; 達姆, 李士欣插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40-3
(EPUB)
EPUB280

漫畫書
31☆idream/種村有菜作; 秦不虫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4-7207 (第 7 冊:平裝)
3 月的獅子. 2/羽海野千花作; 賴思宇
譯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403-8 (平裝)
3 月的獅子. 4/羽海野千花作; 賴思宇
譯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404-5 (平裝)
AGRAVITY BOYS 無重力少年/中村
充志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377-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00
BEASTARS/板垣巴留作; 李芝慧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200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12-4 (第 22
冊:平裝) NT$100
BILLY BAT 比利蝙蝠/浦澤直樹作 .-2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0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85-7 (第
12 冊:平裝)
Bloody Man 血契/食夢蟹原作; 智能團
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
11001 .-- 1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09-2-5 (第 1 冊:平裝)
BL 漫畫家的戀愛盛宴/山野でこ作;
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427-8 (第 1 冊:
平 裝 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6428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
BORUTO:
NARUTO
NEXT
GENERATIONS-火影新世代/岸本斉
史原作.監修; 池本幹雄漫畫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76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382-0 (第
13 冊:平裝) NT$100

BOTTOM of the SKY VictimGirls. 總集
篇 / 朝 凪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0905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7-84-0 (平裝) NT$580
DCD: 異能殺機. 1/田口健二作; 米沽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0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1-609-5 (EPUB)
DCD: 異能殺機. 2/田口健二原作; 米
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0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1-610-1 (EPUB)

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392-5 (第 6 冊:平裝)
HOUSEBACKER 心之歸屬(首刷附錄
版)/夏目維朔作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3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535-0 (平裝) NT$150
I am BLACKPINK/曹永先作; 徐英姬
繪; 許文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印刻文學, 1100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87-389-1 ( 精 裝 )
NT$500

DCD: 異能殺機. 3/田口健二原作; 張
倫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0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1-611-8 (EPUB)

I don't cry/イシノアヤ作; 朔小方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2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1-623-1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11-641-5 (下
冊:平裝)

DCD: 異能殺機. 4/田口健二原作; 張
倫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02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1-612-5 (EPUB)

JK 阿爾托莉亞(Altor)/遠藤良危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2 .-- 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55-0 (平裝)
NT$210

Dr.STONE 新石紀/稲垣理一郎原作;
Boichi 作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383-7 ( 第 19 冊 : 平 裝 )
NT$100

MASH, HONEY, MASH/うまくち醤
油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7 .-- 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176 (平裝) NT$210

Erorich Package/うるりひ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0810 .-- 4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7-57-4 ( 平 裝 )
NT$450
Erorich Package. 2018/うるりひ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10 .-- 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79-6 (平裝)
NT$320
Erorich Package. 2019/うるりひ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10 .-- 3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64-2 (平裝)
NT$320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種 特 異 點 EX 深 海 電 腦 樂 土
SE.RA.PH/TYPE-MOON 原作; 西出ケ
ンゴロー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3 .-- 164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261-9 (第 2
冊:平裝)
Give for you/やんよ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0802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20-8 (平裝) NT$210
GIVEN 被贈與的未來/キヅナツキ作;
H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126

MC 學園(第一節課)/水龍敬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06 .-- 2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86-4 (平裝)
NT$230
MC 學園(第二節課)/水龍敬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07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92-5 (平裝)
NT$210
MC 學園(第三節課)/水龍敬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- 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00-8 (平裝)
NT$230
*MC 學園(第四節課)/水龍敬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12 .-- 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90-1 (平裝)
NT$230
MC 學園第五節課/水龍敬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82-4-3 ( 平 裝 )
NT$250
MF GHOST 燃油車鬥魂/重野秀一作;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387-5 (第 9 冊:
平 裝 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6388-2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30

NTR: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. 1/色白好
著 ; HAKUI 譯 .-- 臺 北 市 : 紳 士 ,
109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11-8 (PDF)

REM x FGO/やすゆき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809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26-0 ( 平 裝 )
NT$360

VictimGirls. R, 我是、不會輸的!/朝凪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1 .-- 4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71-0 (平
裝) NT$230

NTR: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. 1/色白好
著 ; HAKUI 譯 .-- 臺 北 市 : 紳 士 ,
109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14-9 (EPUB)

SKIP.BEAT!: 華麗的挑戰/仲村佳樹
作 ; 蔡 夢 芳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2 .-- 16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409-4 (第 46 冊:平裝) NT$100

VictimGirlsR 癡漢撲滅運動/朝凪作 .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1 .-- 3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56-7 (平裝)
NT$230

NTR: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. 2/色白好
著 ; HAKUI 譯 .-- 臺 北 市 : 紳 士 ,
109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12-5 (精裝)

spilt milk: 濆濺的乳汁/dotsuco 作; 田
心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0-9384-0 (平裝)

みどり葵攝影紀錄. 總集篇/みどり
葵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7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079 (平裝) NT$580

NTR: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. 2/色白好
著 ; HAKUI 譯 .-- 臺 北 市 : 紳 士 ,
109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15-6 (EPUB)

SUKEBE Order. VOL 1/うるりひ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3 .-- 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46-8 (平裝)
NT$200

人妻 NTR 整人遊戲/トイレ籠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1 .-- 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37-6 (平裝)
NT$230

NTR: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. 3/色白好
著 ; HAKUI 譯 .-- 臺 北 市 : 紳 士 ,
109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13-2 (PDF)

SUKEBE Order. VOL 2/うるりひ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3 .-- 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47-5 (平裝)
NT$200

入夜之後的我/益子悠原作; 一 X 漫
畫; yoshik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3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2-926-2 (第 2 冊:平裝)

NTR: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. 3/色白好
著 ; HAKUI 譯 .-- 臺 北 市 : 紳 士 ,
109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16-3 (EPUB)

SUPER LOVERS/あべ美幸作; 志野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3 .-- 16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269-5 (第 13 冊:平裝)

人妻們的那些不可告人之事/東タイ
ラ著; 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09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17-0 (EPUB)

O.B./中村明日美子作 .-- 2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2 .-- 17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386-4 (第 1 冊:平裝)

S 的密約/真村澪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4-724-5 (平
裝)

人妻們的那些不可告人之事/東タイ
ラ著; 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09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21-7 (PDF)

TS 朗君的性生活/konomi 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1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82-7-4 ( 平 裝 )
NT$210

*人妻催眠便利商店肉便器 /師走
の翁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11 .-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62-8 (平裝) NT$210

TS 朗君的性生活. 3/konomi 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06-2 (平裝)
NT$210

人馬/墨佳遼原作; 朔小方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3 .-- 17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385 (第 1 冊:平裝)

Unemployed killers support group/里約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里約, 11002 .-4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510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170

人魚之傷/高橋留美子 .-- 3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4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405-2 (平裝)

O.B./中村明日美子作; 尤楷茵譯 .-- 3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17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416-8 (第
2 冊:平裝)
ONE PIECE 航海王/尾田栄一郎作; 許
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6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3752 (第 98 冊:平裝) NT$105
ONE PUNCH MAN 一拳超人/ONE 原
作; 村田雄介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2 .-- 232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376-9 (第 23 冊:平
裝) NT$100
REAL. 10/井上雄彥作 .-- 3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409-0 (平裝)
REAL. 3/井上雄彥作 .-- 3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407-6 (平裝)
REAL. 5/井上雄彥作 .-- 3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1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408-3 (平裝)

VictimGirls. 21, 牧場: HAPPY END/朝
凪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1 .-- 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826 (平裝) NT$210
VictimGirls. 25, 巨乳小個子種族♀的
角被折斷的故事/朝凪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809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83-3 ( 平 裝 )
NT$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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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大生武道誌/陳昱融作 .-- 新北市 :
陳昱融, 11003 .-- 6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494-5 (平裝)
小三的凌辱性愛遊戲/お湯かけご飯
著 ; AKIRA 譯 .-- 臺 北 市 : 紳 士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01-9 (PDF)
小三的凌辱性愛遊戲/お湯かけご飯
著 ; AKIRA 譯 .-- 臺 北 市 : 紳 士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02-6 (EPUB)

女友轉蛋/吉宗作; 逝人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28-6 (第 1 冊:
平裝)
上司的那裡是 XL 號!?: 巨根...進入
中...!/可児いとう作; 林沛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27-9 (第
1 冊:平裝)
大志的異世界生物少女生存日誌/瀬
口たかひろ, KAKERU 作; 方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499-5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6500-8 (第
2 冊:平裝) NT$130
工作細胞想交朋友/黒野環奈原作;
和泉美緒漫畫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396-7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30
大城小事/HOM(鴻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08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13-8607-2
(PDF)
NT$1430
大城小事/HOM(鴻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08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13-8608-9
(EPUB)
NT$1430
女流官能蠢蠢欲動式部/印度カリー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5 .-- 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96-3 (平
裝) NT$210
大總統= The president/吳方摯漫畫 .-一版 .-- 新北市 : 吳方摯, 11001 .-- 9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522 (第 1 冊:平裝)
中嶋君他想要分手!/サトニシ作; 朔
小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2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21-7 (平裝)
不工作細胞/杉本萌漫畫; 清水茜監
修 ; 張 紹 仁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394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
今天誰代課?/海魚漫畫; Spud 編劇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0912 .-- 17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79-84 (第 1 冊:平裝)
不可以吻你嗎?/風呂前有作; 曾怡華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92 面;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98-8 (平
裝) NT$130
不可思議埃及希臘套書/芝晴みゆき
著; 許晴舒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如
果出版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8567-83-2 (全套:平裝) NT$8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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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0-9381-9 (第 2 冊:平裝)
少年的初戀是美少女♂。/小林キナ
作; 倪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3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31-6 (第 2 冊:平裝)
不見星光的溫泉/ビフィダス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05 .-- 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23-9 (平裝)
NT$260

可可子 BLACK/費子軒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費子軒, 10908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06-5 (平裝)
NT$200
可可子 WHITE/費子軒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費子軒, 10908 .-- 41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08-9 (平裝)
NT$200
只有 7 天嗎/たかみや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1001 .-- 5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01-7 ( 平 裝 )
NT$280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/ODA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2-932-3 (第 13 冊:平
裝)

天使主人/宮元一佐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0808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91-8 (平裝) NT$210

用我的手指蹂躪妳!: 打烊後的沙龍、
被壞心眼欺負/neco 作; 林沛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347 (第 1 冊:平裝)

之後的節慶/海蛍はるまれ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7-73-4 ( 平 裝 )
NT$210

加油 RURU!!/温野りょく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7-61-1 ( 平 裝 )
NT$250

不做愛就出不去的話 這也是沒辦法
的吧?/sage・ジョー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0907 .-- 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58-1 (平裝) NT$210

巨 乳 樂 園 診 療 中 . 1/ 藤 坂 空 樹 著 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18-7
(EPUB)

不動聲色的柏田與喜形於色的太田/
東ふゆ作; 倪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3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2-929-3 (第 3 冊:平裝)

巨 乳 樂 園 診 療 中 . 1/ 藤 坂 空 樹 著 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22-4
(PDF)

勿說是推理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309 (第 2 冊:平裝)

巨 乳 樂 園 診 療 中 . 2/ 藤 坂 空 樹 著 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19-4
(EPUB)

月與狼/松本ノダ作; 黃盈琪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3 .-- 20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439 (平裝)

巨 乳 樂 園 診 療 中 . 2/ 藤 坂 空 樹 著 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23-1
(PDF)

火影忍者(愛藏版)(1-6)/岸本斉史作;
張紹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542-8 (全套:
平裝) NT$1620

世界末日與柴犬同行/石原雄作; 蒼
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3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268-8 (第 1 冊:平裝)

火影忍者(愛藏版)(7-12)/岸本斉史作;
張紹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543-5 (全套:
平裝) NT$1620

史萊姆轉生。大賢者成為精靈養女
的寵物了/わらびもちきなこ作; 御
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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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3 .-- 15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11-8 (第 1 冊:平裝)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2-9-8 (平裝)
NT$300

正義使者: 我的英雄學院之非法英雄
/堀越耕平原作; 別天荒人作畫; 吳勵
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3851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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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3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35-4 (第
6 冊:平裝)

可愛過頭大危機/城戶みつる作; 林
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3 .-- 21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33-0 (第 1 冊:平裝)

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,似乎就能成為魔
法師(限定版). 6/豊田悠作; 和靜清寂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2 .-1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949-1 (平裝)

用熊熊慾火融化冰山上司/お湯かけ
ご飯著; AKIRA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03-3 (PDF)
用熊熊慾火融化冰山上司/お湯かけ
ご飯著; AKIRA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10-1 (EPUB)
在女朋友不在的期間,無時無刻中出
她的親友。/シツジ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3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12-3 (平裝) NT$580
早安、凱留醬/すばち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809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39-0 ( 平 裝 )
NT$210
百年之月 百年之戀/きりみゆうや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3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4-739-9 (平裝)
年年百暗殺戀歌/草川為作; 曾怡華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9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91-9 (第
1 冊:平裝) NT$140
式守同學不止可愛而已/真木蛍五作;
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390-5 (第 4 冊:
平 裝 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6391-2 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
978-957-26-6392-9 ( 第 6 冊 : 平 裝 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6393-6 (第
7 冊:平裝) NT$130
乒乓旋風兒/呂水世作 .-- 新北市 : 亞
力漫設計工作室, 11003 .-- 128 面;
16X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541-48 (平裝) NT$350
早阪愛是 H 的女僕/まー九郎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1 .-- 42 面; 26 公

好事多磨/古鉢瑠華作; 吊木光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2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620-0 (第 6 冊:平裝)
米奇與達利: 惡童物語/佐野菜見作;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260-2 (第 4 冊:平裝)
成為吸血鬼社長的小白臉了。/五城
タイガ作; 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3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4-740-5 (平裝)
老師不是便器/ホン.トク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7-04-8 ( 平 裝 )
NT$230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/INOUE 作; 李昆
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30-9 (第 7 冊:平裝)
名偵探柯南/青山剛昌作; 陳柏伸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446 (第 98 冊:平裝)
名偵探柯南 赤井秀一精選集/青山剛
昌作; 李俊銘, 張正薇, 張芳馨, 王瑜
平, 陳柏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3 .-- 44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2-945-3 (平裝)
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/月夜淚原作;
羽賀ソウケン漫畫; 捲毛太郎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3 .-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259-6 (第 5 冊:平裝)
我一 點也不好吃 !/ 山田 2 丁目作;
Yun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3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266-4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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妖幻三重奏/矢吹健太朗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458-2 (第 1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459-9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
我不是蘿莉控!/雨蘭作; 江昱霖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6441-4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6442-1 (第
2 冊:平裝) NT$130
沖田小姐想要穿泳裝/うるりひ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1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50-5 (平裝)
NT$210
吸血鬼的佳餚(首刷限定版). 1/吉尾
アキラ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538-1 (平裝) NT$160
沒有廁所!/やすゆき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0810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28-4 (平裝) NT$210
沒有廁所!. 2, 學校篇/やすゆき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10 .-- 4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19-2 (平裝)
NT$450
我在意的前輩/海蛍はるまれ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- 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66-6 (平裝)
NT$210
弄花: 純潔少女與文豪的情慾之戀/
三日月シズカ著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
紳士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3-06-4 (EPUB)
弄花: 純潔少女與文豪的情慾之戀/
三日月シズカ著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
紳士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3-08-8 (PDF)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 the 4th Day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1 .-- 3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2-67 (平裝) NT$250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 the 6th Day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055 (平裝) NT$230
*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. 3.5(番外篇)/水
龍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12 .-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99-4 (平裝) NT$230
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. the 1st day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6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871 (平裝) NT$250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. the 2nd Day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7 .-- 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888 (平裝) NT$230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. the 3rd Day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895 (平裝) NT$250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. the 8th day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3 .-- 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949 (平裝) NT$230
我的妹妹說要成為叔叔的「新
娘」!!/あたげ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0907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7-65-9 (平裝) NT$230
我的英雄學院/堀越耕平作; 趙聖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386-8 (第
29 冊:平裝) NT$100
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
胃/友麻碧原作; 衣丘わこ作; 蔡孟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2701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271-8 (第 6 冊:平裝)
妖怪連絡簿/綠川幸作; 尤靜慧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07-0 (第 26
冊:平裝) NT$100
我的新娘似乎是女騎士團/のり伍郎
作 ; 林 志 昌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486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957-26-6487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
我所想像的激色轉生豔遇才不是這
樣/都みめこ作; H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3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383-3 (平裝)
你的碰觸帶來遠方風鈴輕響/早寢電
灯作; 田心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391-8 (平裝)
你的舔咬讓人沉溺/縁々作; 陳欣惠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
110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22-4 (平裝)
我的播種學校性活. 1, 憧憬的同班同
學篇/ちうね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0806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7-25-3 (平裝) NT$200
我的播種學校性活. 2, 圖書委員的後
輩篇/ちうね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0903 .-- 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7-22-2 (平裝) NT$210
我們真的學不來!/筒井大志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0912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3806 (第 20 冊:平裝) NT$100
我們這一家 BEST 精選集/けらえい
こ作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4131 (第 6 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 978957-26-6414-8 (第 7 冊:平裝) NT$240
我們該結婚了?/不破慎理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44-5 (平
裝) NT$130
*我無法違抗義理的妹妹/伊倉ナギ
サ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11 .-- 2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077 (平裝) NT$210
邪惡首領的床笫交戰/山田 2 丁目作;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3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265-7 (平裝)
里程數. 1/阿盧 EPC 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08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0-00-0 (EPUB)
我想成為影之強者!/逢沢大介原作;
坂野杏梨漫畫; 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3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262-6 (第
3 冊:平裝)
狂亂綻放的 Ω: 未亡人 Ω 渴望 β/楽
田トリノ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4-737-5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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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40-8 (第 5 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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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爾控/宮元一佐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0808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97-0 (平裝) NT$210
我與堂妹: 和鄉下再會的肉感妹妹們
的播種交尾記錄/ビフィダス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1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2-8-1 (平裝)
NT$250
狂賭之淵妄/河本ほむら原作; 柊裕
一作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2-936-1 (第 4 冊:平裝)
灼熱的儀來河內/田村隆平作; 蔡夢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478-0 (第 1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479-7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
杜鵑婚約/吉河美希作; 澤野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6397-4 ( 第 4 冊 : 平 裝 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398-1 (第
5 冊:平裝) NT$100
君戀. 學生篇/カシオ, 仔縞楽々, 束原
さき, WELL DONE 山田, 高木ユーナ,
Maria, 如月あい, 茶澀たむ, 貓野まり
こ, 栗戶なつ, 阿部はちた作; 貝貝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382-6 (第 2 冊:平裝)
妳一直在用下流的眼神,注視著我上
臂的二頭肌吧?/高山こば作; 林沛榛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939-2 (第 1 冊:平裝)
和內向的圖書委員沉溺在性愛中/ユ
ズハ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6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29-1 (平裝) NT$250
明日同學的水手服/博作; 陳秀玫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9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408 (第 7 冊:平裝)
命中注定的身體 Renewal/やんよ作 .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2 .-- 2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16-1 (平裝)
NT$210
朋友間的淫事/デコセンタクジ, 彩
画堂著; 李俊銘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09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20-0 (EPUB)

朋友間的淫事/デコセンタクジ, 彩
画堂著; 李俊銘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09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24-8 (PDF)
朋友關係的情人/オオヒラヨウ作;
風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3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41-5 (平裝)
青之驅魔師/加藤和惠作; 陳鈞然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274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422 (第 25 冊:平裝)
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(復刻愛藏
版)(首刷附錄版)/天樹征丸, 金成陽
三郎原作; 佐藤文也漫畫; 東立編輯
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539-8 (第 23 冊:平
裝) NT$210 .-- ISBN 978-957-26-65404 (第 24 冊:平裝) NT$210 .-- ISBN 978957-26-6541-1 (第 25 冊:平裝) NT$210
東西交會的愛/黒岩チハヤ作; 趙秋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520 (平裝) NT$140
青年島耕作/弘兼憲史作 .-- 3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10-9425-0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57-10-9426-7 (第 3 冊:平裝)
來自深淵 官方創作集: 第二層危險
的大洞/竹書房作; 伶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2-937-8 (平裝)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154 (平裝) NT$200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381-3 (第 14
冊:平裝) NT$100

怪怪守護神. 18.5: 公式漫迷手冊/浜
田義一作; 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482-7 (平裝) NT$160

來剪頭髮吧。/高橋真作; 豬排飯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- 22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4-7313 (第 1 冊:平裝)

直到我長大/鳩屋タマ作; 黃依齡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26-1 (平裝)
NT$130

幸運女神(愛藏版)(首刷附錄版)/藤島
康介作; 鄭維欣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5244 (第 20 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957-26-6525-1 ( 第 21 冊 : 平 裝 )
NT$300 .-- ISBN 978-957-26-6526-8 (第
22 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5726-6527-5 (第 23 冊:平裝) NT$300 .-ISBN 978-957-26-6528-2 (第 24 冊:平
裝) NT$300

房東的私房情事/青梅あお作; 風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18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948-4 (平裝)
兩性俱有主婦的飛機杯/水龍敬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3 .-- 4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02-2 (平裝)
NT$230
社長島耕作/弘兼憲史作 .-- 3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10-9427-4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57-10-9428-1 (第 8 冊:平裝)
姊姊就是我的宇宙/リブユウキ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12 .-- 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36-9 (平裝)
NT$210
長夜裡的甜蜜擁抱/野花さおり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493-3 (平裝) NT$130

*依存體質的病嬌女友對我言聽計從
/伊倉ナギサ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0911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4-05-3 (平裝) NT$210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/天城ケ
イ原作; 加藤吉江漫畫; 豬排飯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4-732-0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4-733-7 (第 4 冊:
平裝)

和沖田小姐到早上都在愛情賓館泳
裝愛愛. 1/うるりひ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0904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45-1 (平裝) NT$210

和 真理惠一 起去溫 泉 / ビフィダス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2 .-- 1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345 (平裝) NT$580

姐姐, 只會愛著你們: 扮朋友篇/やん
よ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3 .-- 5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130 (平裝) NT$280

和 真理惠一 起在浴 室 / ビフィダス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3 .-- 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35-2 (平
裝) NT$230

姐姐, 只會愛著你們: 扮姊妹篇/やん
よ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5 .-- 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147 (平裝) NT$200

坦率的執拗花/青辺マヒト作; 風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18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938-5 (平裝)

姐姐, 只會愛著你們: 扮新娘篇/やん
よ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5 .-- 24

咒術迴戰/芥見下々作; 張紹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 17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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卒業生 春/中村明日美子作; 尤楷茵
譯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415-1 (平裝)
*和辣妹結菜醬一起 H. 2, 單戀的女
孩對我臉紅!?/konomi 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12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77-2 ( 平 裝 )
NT$210
*和辣妹結菜醬一起 H: 單戀的女孩
對我臉紅!?/konomi 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0912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52-9 (平裝) NT$210
和濕潤的阿榮一起絆限界突破/めぶ
ら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6 .-- 2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215 (平裝) NT$210
兔醫生和虎流氓/本間アキラ作; 澤
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438-4 (第 1 冊:
平 裝 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6439-1 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
978-957-26-6440-7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130
初體驗、貞德/sage・ジョー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805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76-5 (平裝)
NT$200
限>專務島耕作. 4/弘兼憲史作; 許嘉
祥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 20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398-7 (平裝)
型男大野狼/上川きち作; 曾怡華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
978-957-26-6424-7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6425-4 (第
2 冊:平裝) NT$130
香奈呼無表情姦/まー九郎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7-08-6 ( 平 裝 )
NT$320
約定的夢幻島 ART BOOK WORLD/
白井カイウ原作; 出水ぽすか作畫;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480-3 (平裝) NT$660
風香夏日記(plus)/朝木貴行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06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51-2 (平裝)
NT$250
要怎麼樣才能成為有名直播主呢?/
菖蒲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5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74-1 (平裝) NT$230
後座的加藤同學/梅田みそ作; 曾怡
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353 (平裝) NT$140
英雄王為了窮盡武道而轉生,成為世
界最強見習騎士♀/ハヤケン原作;
くろむら基人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6484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.- ISBN 978-957-26-6485-8 (第 2 冊:平
裝) NT$130
星期四想與你一起哭泣/工藤マコト
作; 王明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003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1-639-2 (第 1 冊:平裝)
派對咖孔明/四葉夕卜原作; 小川亮
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395-0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
前輩接下來要做什麼呢?/sage・ジョ
ー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7 .-- 2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727 (平裝) NT$210
玻璃體溫症候群/有木映子原作; kyo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3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42-2 (平裝)
致親愛的你/つくも号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1001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5587-03-1 ( 平 裝 )
NT$200
貞操觀念零分的女番長/水龍敬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95-6 (平裝)
NT$250
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
嗎?. 1/小武(Xiaowoo)著; Ryu 譯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00-2 (PDF)
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
嗎?. 1/小武(Xiaowoo)著; Ryu 譯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25-5 (EPUB)
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
嗎?. 2/小武(Xiaowoo)著; Ryu 譯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38-5 (PDF)
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
嗎?. 2/小武(Xiaowoo)著; Ryu 譯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39-2 (EPUB)
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
嗎?. 3/小武(Xiaowoo)著; Ryu 譯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09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26-2 (PDF)
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
嗎?. 3/小武(Xiaowoo)著; Ryu 譯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09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28-6 (EPUB)
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
嗎?. 4/小武(Xiaowoo)著; Ryu 譯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09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27-9 (PDF)
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
嗎?. 4/小武(Xiaowoo)著; Ryu 譯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09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29-3 (EPUB)
毒藥伯爵(愛藏版)/由貴香纖里作; 澤
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418-6 (第 1 冊:
平 裝 ) NT$280 .-- ISBN 978-957-266419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
978-957-26-6420-9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957-26-6421-6 (第
4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5726-6422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280 .-ISBN 978-957-26-6423-0 (第 6 冊:平裝)
NT$2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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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人劍客. 15/井上雄彥作 .-- 3 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410-6 (平裝)
浪人劍客. 18/井上雄彥作 .-- 3 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411-3 (平裝)
浪人劍客. 20/井上雄彥作 .-- 3 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412-0 (平裝)
浪人劍客. 22/井上雄彥作 .-- 3 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413-7 (平裝)
修女克蕾雅和祕密的催眠 APP/藤崎
ひか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 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54-3 (平裝) NT$210
修女克蕾雅和祕密的催眠 APP. 2/藤
崎 ひ か り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0908 .-- 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7-78-9 (平裝) NT$230
神之雫/亞樹直作; 沖本秀畫 .-- 3 版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10-9420-5 (第 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10-9421-2 (第 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424-3 (第 37
冊:平裝)
原世界第 1 的副角色育成日記: 廢人
玩家,異世界攻略中/沢村治太郎原作;
前田理想漫畫; 許國煌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9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25-5 (第 1 冊:
平裝)
特別的每一天/柴崎ショージ著;
RYU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30-9 (PDF)
特別的每一天/柴崎ショージ著;
RYU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31-6 (PDF)
時 雨 = change dress/ うまくち醤 油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5 .-- 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59-8 (平
裝) NT$210
眠姦合宿: 和田徑女子.仁木實乃莉
暗地裡…/ビフィダス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27-7 ( 平 裝 )
NT$230
真相諮商師/ゆうき ゆう, ソウ作; 江
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3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97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恥辱の痴漢電車合集/クロエ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1 .-- 9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2-0-5 (平裝)
NT$520
高校任俠傳/陳昱融作 .-- 新北市 : 陳
昱融, 11003 .-- 5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493-8 (平裝)
格鬥娘性愛交友聯誼/水龍敬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01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01-5 (平裝)
NT$230
家庭教師 HITMAN REBORN!(愛藏
版)/天野明作; 賴韋先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6468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
978-957-26-6469-8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6470-4 (第
3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26-6471-1 (第 4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57-26-6472-8 (第 5 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6473-5 (第
6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26-6474-2 (第 7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57-26-6475-9 (第 8 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6476-6 (第
9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26-6477-3 (第 10 冊:平裝) NT$250
鬼娘醬的發情期!/さめだ小判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4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42-0 (平裝)
NT$200
迷途之家的大姊姊. 2/神毛物由宇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1 .-- 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00-0 (平
裝) NT$210
神童勇者的女僕都是漂亮大姊姊!?/
望公太原作; 上杉響士郎漫畫; 林志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448-3 (第 2 冊:平裝)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6447-6 (第
1 冊:平裝) NT$140
荊棘餐桌/さはら鋏作; 李芸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445-2 ( 平 裝 )
NT$130
鬼滅の裏本/まー九郎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8 .-- 3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32-1 ( 平 裝 )
NT$250

鬼滅之刃外傳/吾峠呼世晴原作; 平
野稜二作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3 .-- 21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457-5 (平裝) NT$105
第 7 年的純愛/藤谷陽子作; 風花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460 (平裝)
強力援助. 2/まー九郎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9 .-- 3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24-6 ( 平 裝 )
NT$250
國王排名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10-9393-2 (第 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439-7 (第 6 冊:
平裝)
動手描圖就會畫!家教式動漫人物繪
畫練習本/室井康雄作; 張紹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92-6 (平裝)
NT$390
終 末 的 後 宮 奇 想 曲 /LINK 原 作 ;
SAVAN 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2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384-4 ( 第 6 冊 : 平 裝 )
NT$140
異世界召甘. 1, 精靈的大姐姐是你喜
歡的菜嗎?/あんざゆう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6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67-3 ( 平 裝 )
NT$210
異世界召甘. II, 你喜歡精靈大姐姐的
朋友嗎?/あんざゆう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0906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68-0 (平裝) NT$230
*異世界召甘. III, 精靈的大姊姊們是
你喜歡的菜嗎?/あんざゆう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11 .-- 4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69-7 (平裝)
NT$250
異世界食堂(首刷限定版). 2/犬塚惇
平原作; 九月タカアキ漫畫; 方郁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6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29-9 (平
裝) NT$150
異世界悠閒農家/內藤騎之介原作;
劍康之漫畫; AC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3 .-- 162 面; 18 公

133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258-9 (第 6 冊:
平裝)
娼年巴托里/池咲ミサ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10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82-2-9 ( 平 裝 )
NT$400
婚戒物語/めいびい作; 張紹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06-3 (第 10
冊:平裝) NT$140
棄形記/袁建滔原著; 薪鹽漫畫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0912 .-- 1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79-60 (第 1 冊:平裝)
部長島耕作/弘兼憲史作 .-- 3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10-9430-4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57-10-9431-1 (第 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10-9432-8 (第 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433-5 (第 13
冊:平裝)
清純女友, 墮落。/ぐれーともす作 .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9 .-- 3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49-9 (平裝)
NT$230
淺野一二 0 短篇集: 怪物裂口女/香菇
與竹筍/淺野一二 0 作; 林子傑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2 .-3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631-6 (平裝)
排球少年!! 完全導讀手冊 排球極!/
古舘春一作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3 .-- 3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481-0 (平裝) NT$220
終將成為妳畫集: Astrolabe/仲谷鳰作;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3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267-1 (平裝)
專務島耕作/弘兼憲史作 .-- 3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0-9429-8 (第 2 冊:平
裝)
陰間條例. 夜神篇= Hades item/SalahD 作; 蘇洋徵劇本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莫仔, 11001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54-0-2 (平裝) NT$250
淫溺の令嬢. 3: 動搖的心 夜裡騷亂的
蜜花/クロ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2-5-0 (平裝) NT$230

淫溺的令孃. 1, 被其他教師奪去第一
次 / クロ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0909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7-43-7 (平裝) NT$260

通靈童子 THE SUPER STAR/武井宏
之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401-8 (第 5 冊:平裝) NT$140

*淫溺的令孃. 2, 眾目睽睽下顯露癡
態 / クロ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091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7-48-2 (平裝) NT$230

就只是炮友。/室多多作; 曲冰熙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- 16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4-7252 (平裝)

偶 像 大 師 百 萬 人 演 唱 會 !BKCK
STAGE/BANDAI
NAMCO
Entertainment 原作; mizuki 漫畫; 蘇奕
軒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3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43-9 (第 1 冊:平裝)

陽光下的青橙/悠ちとせ; 趙秋鳳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51-3 (平裝)
NT$140

情慾的沉淪 XXX: 脫下西裝的男朋
友/吉沢りょう著; AKIRA 譯 .-- 臺北
市 : 紳士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04-0 (EPUB)
情慾的沉淪 XXX: 脫下西裝的男朋
友/吉沢りょう著; AKIRA 譯 .-- 臺北
市 : 紳士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07-1 (PDF)
從龍之谷到獸之森/九重シャム作;
謝旻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2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632-3 (平裝)
淫糜的青澀戀歌/朝森瑞季著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32-3
(PDF)
淫糜的青澀戀歌/朝森瑞季著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40-8
(EPUB)
專屬我的黃色窗簾/御子柴トミィ作;
紅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2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34-7 (平裝)
通靈童子(愛藏版)(首刷附錄版)/武井
宏之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5169 (第 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57-26-6517-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90 .- ISBN 978-957-26-6518-3 (第 5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65190 (第 6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57-26-6520-6 (第 7 冊:平裝) NT$190 .- ISBN 978-957-26-6521-3 (第 8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65220 (第 9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57-26-6523-7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90

黑色五葉草/田畠裕基作; 趙秋鳳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379-0 (第 27
冊:平裝) NT$100
尋因異聞錄.椿/川下寬次作; 和靜清
寂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3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02-6 (第 16 冊:平裝)
援助交配. 10/たくのみ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5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4-11-4 ( 平 裝 )
NT$280
援助交配. 5/たくのみ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3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41-3 ( 平 裝 )
NT$230
援助交配. 6/たくのみ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38-3 ( 平 裝 )
NT$230
援助交配. 8/たくのみ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4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33-8 ( 平 裝 )
NT$230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41-5
(EPUB)
無 法 抗 拒 的 誘 惑 . 2/ 色 白 好 著 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34-7
(PDF)
無 法 抗 拒 的 誘 惑 . 2/ 色 白 好 著 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42-2
(EPUB)
絕命制裁 X/佐藤ショウジ作; 楊學斌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3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254-1 (第 21 冊:平裝)
童貞女王的兄弟遊戲/理原作; 趙秋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834 (平裝) NT$130
媚食殿/かろちー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3 .-- 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09-3 (平裝) NT$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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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322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264-0 (第 5
冊:平裝)
最軟!東京人夫日記/米奇鰻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1 .-- 16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09-01 (第 2 冊:平裝) NT$300
發情期/naop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1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7-02-4 (平裝) NT$200
*結婚艦淫亂錄/eno 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0912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53-6 (平裝) NT$210

援助交配. 9/たくのみ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5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4-12-1 ( 平 裝 )
NT$260

*結婚艦淫亂錄. 2/eno 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12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63-5 ( 平 裝 )
NT$210

援助交配. 總集篇. 1/たくのみ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2 .-- 14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40-6 (平裝)
NT$580

畫筆下的性愛潛規則. 1/宮原步著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35-4
(PDF)

無 法 抗 拒 的 誘 惑 . 1/ 色 白 好 著 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33-0
(PDF)

畫筆下的性愛潛規則. 1/宮原步著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43-9
(EPUB)

無 法 抗 拒 的 誘 惑 . 1/ 色 白 好 著 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1 .-134

畫筆下的性愛潛規則. 2/宮原步著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36-1
(PDF)
畫筆下的性愛潛規則. 2/宮原步著;
HAKUI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44-6
(EPUB)
黑道大哥的玩具/桐式トキコ作; 周
芝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33-0 (平裝)
無節操☆Bitch 社/おげれつたなか作;
刻托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20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117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
惡夢或是淫夢/山葵マグロ作; 巫白
白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3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4-738-2 (平裝)
朝劇!(首刷附錄版). 2/浦沢直樹作; 吳
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152 (平裝) NT$160
結緣七日間/ユキムラ作; 優希米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- 16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4-7412 (平裝)
越線兄弟(首刷附錄版)/魚ともみ作;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20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530-5 (平裝) NT$140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98-7 (平裝)
NT$210

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13-8 (平裝) NT$260

善變的獵豹/ウノハナ作; 蔡夢芳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1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17-9 (第 3 冊:
平裝) NT$140

鈴原露露和秘密的催眠 APP/藤崎ひ
か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11-6 (平裝) NT$230

獅子藏匿的書屋/小島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原動力, 10912 .-- 17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79-5-3 (第 1
冊:平裝)

蜂蜜子/費子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費子軒, 11002 .-- 5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535-5 ( 平 裝 )
NT$200

愛心符號多一點/宮元一佐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0808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4-10-7 ( 平 裝 )
NT$210

誠實面對性慾的正太勇者. 2/水龍敬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1 .-- 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03-9 (平
裝) NT$230

愛心符號多一點. 2/宮元一佐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811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09-1 (平裝)
NT$210

想熟睡在你懷裡/未散苑緒作; 夜原
優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3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4-735-1 (平裝)

搖曳露營△/あ f ろ作; 陳楷錞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410-0 (第 11 冊:平
裝) NT$130

遊戲娘後宮/笹森トモエ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1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82-3-6 ( 平 裝 )
NT$320

搖 曳露營 △ 露營用品 大 全/ 宝島社
Mook 編輯部作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3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494-0 (平裝) NT$300

與你連結的 HAPPY END/Arinco 作;
風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3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47-7 (平裝)

新來的女傭有點怪/昆布わかめ作;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436-0 (第 1 冊:
平 裝 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6437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

對你隱藏的心意: 用做愛來取代/夏
咲たかお著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紳
士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05-7 (EPUB)

視線部屋/ホン.トク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1 .-- 3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82-1-2 (平裝) NT$250

想和前輩親密。/ぞんだ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7-10-9 ( 平 裝 )
NT$230

超嶽. 1, 從心開始的巔峰之旅/莊河
源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流 ,
11002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8964-7 (平裝) NT$320

會長島耕作/弘兼憲史著; 耘希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18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400-7 (第
12 冊:平裝)

進擊的巨人/諫山創作; 林志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389-9 (第 33
冊:平裝) NT$100

溫柔的鹿島小姐/宮元一佐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0811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4-08-4 ( 平 裝 )
NT$210

悶騷乳上甜蜜交尾/宮元一佐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811 .-- 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06-0 (平裝)
NT$210

電氣按摩的万駄木同學/灰刃ねむみ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7 .-- 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14-5 (平
裝) NT$230

悶騷乳上濃厚交尾/宮元一佐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811 .-- 20 面; 26 公

電氣按摩的万駄木同學的姊姊/灰刃
ねむ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7 .135

對你隱藏的心意: 用做愛來取代/夏
咲たかお著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紳
士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3-09-5 (PDF)
辣妹 JK 競賽泳裝女僕服務/リブユウ
キ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7 .-- 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314 (平裝) NT$210
雌性友人/Z ト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0802 .-- 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60-4 (平裝) NT$200
銀河英雄傳說/田中芳樹原作; 藤崎
竜漫畫; 沈嘉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3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2-903-3 (第 15 冊:平裝)
摘星少年/NOFI 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吳宇, 11002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521-8 (平裝) NT$300

境界之輪迴. 6/高橋留美子作; 施凡
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395-6 (平裝)
境界之輪迴. 7/高橋留美子作; 施凡
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396-3 (平裝)
境界之輪迴. 9/高橋留美作; 施凡譯 .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3970 (平裝)
幕後搭檔!/波真田かもめ作; 黃依齡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6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95-7 (平
裝) NT$140
摸索愛的星星/池森あゆ作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15-5 (平
裝) NT$130
舞動初戀!/佐野愛莉作; 楊采儒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4-729-0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4-730-6 (第 7 冊:
平裝)

蝶子: 看著性觀念崩壞的青梅竹馬和
陌生男子做愛的直播並射精/印度カ
リー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5 .-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16-9 (平裝) NT$230
廢天使加百列/うかみ作; Y.S.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3 .-13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255-8 (第 9 冊:平裝)
請不要用色色的眼光看可可蘿醬!/す
ばち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09 .-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44-4 (平裝) NT$210
墨世曙光/劉育樹漫畫; 方月琴編劇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1 .-174 面 ; 24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579-9-1 (第 1 冊:平裝)
影宅/走馬燈作; 陳鈞然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04-0 (第 4 冊:
平裝)
請在伸展台上微笑/猪ノ谷言葉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399-8 (第 19 冊:平裝) NT$100

蜜蜂之館貳號館第七天堂店/水龍敬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- 5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93-2 (平
裝) NT$320

輪迴之夏/itz 作; 朔小方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2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25-5 (第
1 冊:平裝)

與遊戲網友見面,來的是職場鬼上司/
ん村作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496-4 (平裝) NT$170

踮起腳尖的愛麗絲/吉田夢美作; LYT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4-727-6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4-728-3 (第 3
冊:平裝)

瑪露奇爾飯/朝木貴行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0904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7-70-3 ( 平 裝 )
NT$210
靠「剪下」&「貼上」闖蕩世界/咲
夜原作; 加藤コウキ 漫畫 ; 江昱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488-9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6489-6 (第
2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26-6490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130
蝶子. 2, 被性格最糟糕的裡垢女子青
梅竹馬色誘並射精/印度カリー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6 .-- 3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15-2 (平裝)
NT$230

魅魔同居生活. 5/笹森トモエ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0907 .-- 2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75-8 (平裝)
NT$230
*魅魔同居生活. 6/笹森トモエ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12 .-- 2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80-2 (平裝)
NT$210
魅魔同居生活. 總集篇/笹森トモエ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812 .-- 1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-819 (平裝) NT$580
請讓我撒嬌,仙狐大人!/リムコロ作;
Y.S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3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257-2 (第 7 冊:平裝)
嬌豔欲滴的果實/日野ガラス作; 林
玟伶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469 (平裝) NT$130
頭文字 D/重野秀一作; 許嘉祥譯 .-- 3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10-9417-5 (第 2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418-2 (第 46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419-9
(第 47 冊:平裝)
燃吧!滬中男子橄欖球部/Ai 漫畫; 好
故事工作坊編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原動力, 11001 .-- 17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579-7-7 (第 2 冊:平裝)
貓咪按摩師/久川はる作; 陳律吟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064 (第 1 冊:平裝)

誰教我摸得到你!/刹那魁作; shin 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17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29-2 (平裝)
NT$130

機動戰士 MOON 鋼彈/虎哉孝征漫畫;
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3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263-3 (第 3 冊:平裝)

賣國機關/カルロ.ゼノ原作; 品佳直
漫畫; 黎維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3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2-905-7 (第 2 冊:平裝)

戰場通信/簡嘉誠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原動力, 11001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109-1-8 ( 平 裝 )
NT$250

潮與虎(完全版): BOX2/藤田和日郎
作; 莊湘萍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0-93949 (全套:平裝)

親 愛 的 弗 蘭 克 斯 DARLING in the
FRANXX/Code:000 原作; 矢吹健太朗
漫畫; 張紹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460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6461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 .- ISBN 978-957-26-6462-9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6463-

蝴蝶忍姦: 在睡覺時被鬼大叔 OO/ま
ー九郎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8 .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717-8 (平裝) NT$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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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6464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140 .- ISBN 978-957-26-6465-0 (第 6 冊:平
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64667 (第 7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6467-4 (第 8 冊:平裝) NT$140
學園孤島/海法紀光原作; 千葉サド
ル作畫; 蔡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, 11002 .-- 250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1-629-3 (第 12 冊:平
裝)
貓劍客. 江戶篇, 十二命花魁/葉羽桐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600-3 (平裝) NT$380
遺憾女幹部黑暗將軍小姐/jin 作; 九
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3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256-5 (第 6 冊:平裝)
靛藍色花瓣/サマミヤアカザ作; 王
杉珊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2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438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
操觀念零分的女友人的媽媽/水龍敬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0901 .-- 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4-04-6 (平
裝) NT$230
雖然想要妳選我/込由野志保作; 曲
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4-726-9 (平裝)
薔薇色的約定/宮坂香帆作; KIYO.D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4-722-1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4-723-8 (第 4
冊:平裝)
環繞的愛/淀川ゆお作; 陳姿君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416-2 (平裝)
NT$130
轉生<<劍聖>>只想悠閒過活/笹塔五
郎原作; 鉄田猿児漫畫; 林志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6455-1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6456-8 (第
2 冊:平裝) NT$130
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
壞人大小姐走投無路!. 瀕臨毀滅篇/
山口悟原作; nishi 漫畫; 霖之助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3 .-- 194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2-9071 (第 1 冊:平裝)
藍色時期/山口飛翔作; Niva 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6402-5 (第 6 冊:平裝) NT$140 .- ISBN 978-957-26-6403-2 (第 7 冊:平
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64049 (第 8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6405-6 (第 9 冊:平裝) NT$140
關於妹妹胸部整顆露出來的那件事:
總集篇. 1/なかに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0812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18-5 (平裝) NT$580
關於妹妹胸部整顆露出來的那件事:
總集篇. 2/なかに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0812 .-- 10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7-30-7 (平裝) NT$580
麗莎難以入口的餐桌料理/黑鄉滸作;
CHI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3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2-908-8 (第 2 冊:平裝)
鏈鋸人/藤本樹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378-3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100
寶石商人理察的謎鑑定/辻村七子原
作; 雪広うたこ漫畫; 林玟伶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6453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.- ISBN 978-957-26-6454-4 (第 2 冊:平
裝) NT$130
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4506 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957-26-6449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戀上 MOON DOG/山田南平作; 陳幼
雯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3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4-734-4 (第 2 冊:平裝)
變成女友的那一天/小椋茜作; 秦不
虫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4-721-4 (第 4 冊:平裝)
戀愛少女會做色情漫畫的夢/吉北ぽ
ぷり作; 逝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3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2-909-5 (第 1 冊: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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2-910-1 (第 3 冊:平裝)
靈魂追跡者/哈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許瑞珊, 11001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551-5 (第 1 冊:平
裝) NT$270
豔漢/尚月地作; 賴瑞琴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2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408-7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130
豔麗人妻渴望寬衣解帶/東タイラ著;
李俊銘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37-8
(PDF)

櫻桃派是 A 罩杯/七々倉和香作; 某
批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3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4-736-8 (平裝)

豔麗人妻渴望寬衣解帶/東タイラ著;
李俊銘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09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45-3
(EPUB)

蠟筆小新(新裝版)/臼井儀人作; 蔡夢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430-8 (第 1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431-5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26-6432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100 .-ISBN 978-957-26-6433-9 (第 4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434-6 (第
5 冊:平裝) NT$100

孤獨的美食家/久住昌之作; 谷口治
郎畫; 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圓神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58-6 (EPUB)

灌籃高手(完全版). 2/井上雄彥作 .-- 3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2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414-4 (平
裝)
戀人再見、朋友歡迎再來: 關於宮內
幸/yoha 作; 刻托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37

孤獨的美食家. 2/久住昌之原作; 谷
口治郎畫; 許慧貞譯 .-- 臺北市 : 圓神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59-3 (EPUB)

小說及雜文
Dr.STONE 新石紀 向未來發聲/稲垣
理一郎原作; 森本市 夫作 ; 陳靖涵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 面;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02-2 (平
裝) NT$200
Legend 魔獸師傳說/神無月紅作; 陳
士晉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343 (第 9 冊:平裝) NT$220
ONE PIECE novel 航海王小說. LAW
羅篇/尾田栄一郎原作; 坂上秋成作;
陳柏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501-5 (平裝) NT$200
Set love free: female sexuality as a
subversive agency in Lord Byron's Don
Juan/Cheng-Fen Chen(陳正芳)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化, 11001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0-1784 (平裝) NT$360
Ｘ戀情/蝕鶼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聯合線上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2-135-2 (EPUB) NT$200
一覺醒來就已婚/瀝青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002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4-717-7 (平裝)
NT$250
小白花/玹錚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挖
坑自己跳, 11002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144-0-4 (平裝)
大周仙吏/榮小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766-1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767-8 (第
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515-768-5 (第 9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986-515-769-2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180
大奉打更人/賣報小郎君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1-979-6 (第 1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80-2 (第 1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81-9
(第 1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982-6 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1-983-3 (第 2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1-984-0 (第 21 冊:平裝)
大明長歌/酒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13-8549-5 (全套:平裝)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051-2 (第 28 冊:平裝) .--

ISBN 978-986-528-052-9 (第 2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53-6 (第 30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54-3
(第 3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055-0 (第 3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056-7 (第 3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057-4 (第 3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058-1 (第 35 冊:平裝)
大醫凌然/志鳥村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1-985-7 (第 1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1-986-4 (第 1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87-1 (第 1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88-8
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989-5 (第 20 冊:平裝)
大醫凌然/志鳥村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059-8 (第 2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60-4 (第 2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61-1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62-8
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063-5 (第 25 冊:平裝)
大競走/史蒂芬.金作; 楊沐希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665-5 (EPUB)
NT$450
六四/橫山秀夫作; 葉廷昭譯 .-- 臺北
市 : 圓神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3-753-1 (EPUB) NT$5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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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533-6 (第 18 冊:平裝) NT$230
少年藥帝/蕭冷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3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1-998-7 (第 78 冊:平
裝)
不敗武神/鐵鐘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754-8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 ISBN 978-986-515-755-5 (第 8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7562 (第 9 冊:平裝) NT$180
不渝/孫黯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墨扉,
110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53-4-5 (平裝) NT$250
王 爺的養妃 攻略 / 一個故事一個坑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023138

9 (第 1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528-024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86-528-025-3 (第 3 冊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528-0260 (第 4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528-027-7 (第 5 冊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86-528-028-4 (第 6 冊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528-0291 (第 7 冊:平裝) NT$250
半仙闖江湖/客居仙鄉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1-997-0 (第
104 冊:平裝)
冬夜三部曲: 熊與夜鶯、少女與魔馬、
重生的女巫/凱薩琳.艾登著; 穆卓芸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3-85938 (全套:平裝) NT$1160
生命之歌/李筱筠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聯合線上, 109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2-141-3NT$180
仙宮/打眼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030-7 (第 6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042-0 (第 67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043-7 (第 68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44-4 (第 6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45-1 (第 70
冊:平裝)
由諸神養育的神子,將成為世界最強/
羽田遼亮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513-8 (第 1 冊:平裝)
由諸神養育的神子,將成為世界最強
(附錄版). 1/羽田遼亮作; 林意凱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37-4 (平裝)
甲蟲男孩/M. G.里奧納(M. G. Leonard)
著; 趙丕慧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503-855-7 (全套:平裝) NT$1080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1-999-4 ( 第 111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040-6 (第 11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41-3 (第 113
冊:平裝)
伊卡伯格/J.K.羅琳(J. K. Rowling)著;
林靜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667-9 (EPUB) NT$399

死刑犯的最後一天: 法國文豪雨果
1829 年小說+台灣戲劇工作者陳以文
2015 年創作劇本/維克多.雨果(Victor
Hugo), 陳以文作; 吳坤墉譯 .-- 第二
版 .-- 高雄市 : 無境文化, 11001 .-- 230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9-16 (平裝) NT$360
再見不悔遇見/林海月編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09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40-6 (EPUB)
NT$200
百鬼夜行. 卷三, 魔神仔/笭菁作 .-- 臺
北市 : 嗨森數位文創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605-45-9 (EPUB)
百鬼夜行. 卷三, 魔神仔/笭菁著 .-- 新
北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3-0-1 (PDF)
百鬼夜行. 卷三, 魔神仔(簡體字版)/
笭菁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嗨森數位文
創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05-46-6 (EPUB)
在無限的星空下: The Universe 系列
短篇小說集/湯皓茹著 .-- 新北市 : 湯
皓茹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496-9 (EPUB)
乩童警探/張國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鏡文學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99502-8-2 (全套:平裝) NT$999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192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047-5 (第 51
冊:平裝)
你在藝廊館: 原來當年,我錯過的不
只有你/蝕鶼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聯
合線上, 109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2-136-9 (EPUB) NT$100
伽利略的苦惱/東野圭吾作; 王蘊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666-2
(EPUB) NT$380
我的女友是老師/鏡遊作; 徐維星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05-3 (第 5 冊:
平裝) NT$200
坑來的神醫相公/臨水邊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071-0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72-7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73-4 (第 3
冊:平裝)

我的超級 閨蜜女友/高小敏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09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33-8
(EPUB) NT$200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1-969-7 (第 2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1-970-3 (第 2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1-972-7 (第 2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71-0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73-4
(第 25 冊:平裝)
初三的六一兒童節. 番外集/蛇蠍點
點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145 (上冊:平裝) NT$200
阿公讲鬼. 4, 魑魅/蓝橘子作 .-- 新北
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 11002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01-985-5 (平
裝)
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(限定版). 3/三
河ごーすと作; 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511-4 (平裝)
所長大人的毛茸茸獸耳 100%可愛/
值言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091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
表妹大逆襲/黎小汀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017-8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18-5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19-2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20-8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21-5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022-2 (第 6 冊:平裝)
牧神記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3-240-8 (第 5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13-327-6 (第 57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13-890-5 (第 58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13-918-6 (第 5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3-947-6 (第 60
冊:平裝)
易經/張愛玲作; 趙丕慧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皇冠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33-3664-8
(EPUB)
NT$400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139

528-036-9 (第 2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082-6 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083-3 (第 25 冊:平裝)
初戀/伊凡.屠格涅夫著; 駱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12-6
(EPUB) NT$350
初戀/伊凡.屠格涅夫著; 駱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13-3 (PDF)
NT$350
抽籤贏得大獎: 大開無雙後宮/三木
なずな作; 郭蕙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512-1 (第 4 冊:平裝)
流/KURUMA 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一木工作室, 11002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32-5-7 (平裝)
NT$460
相公是債主/汐月微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003-1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04-8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05-5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06-2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07-9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008-6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009-3 (第 7 冊:平裝)
重生之快意人生/柳岸花又明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1-974-1 (第 16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75-8
(第 1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976-5 (第 1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1-977-2 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1-978-9 (第 20 冊:平裝)
重生勇者面露冷笑,步上復仇之路. 8,
永無止境的復仇者/木塚ネロ作; 何
宜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060 (平裝) NT$200
紀先生的單戀進度條,預收中/佐緒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2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4719-1 (平裝) NT$230
限免升仙/紅淵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510-7 (卷 4:平裝) NT$200

秋果: 寓言、故事與行銷/王子樂等
作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海洋大學出版
中心, 11001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11-1-8 (平裝)

被迫營業/Delver Jo 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旭儒, 11003 .-- 54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27-3-9 ( 精 裝 )
NT$580

客服小姐請息怒/花子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002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4-718-4 (平裝)
NT$240

寄偶鎮: 給放不下的往生者/蝕鶼著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09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37-6
(EPUB) NT$200

南禪/唐酒卿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墨扉,
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853-14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998532-1 ( 下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 978-98699853-3-8 (全套:精裝) NT$860

超凡小師叔/情癡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1-993-2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94-9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95-6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1-996-3
(第 4 冊:平裝)

神工/任怨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
文創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5-757-9 (第 63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986-515-758-6 (第 64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7593 (第 65 冊:平裝) NT$190
娘子太醉人/五色魚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010-9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11-6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12-3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13-0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15-4
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014-7 (第 5 冊:平裝)
迷宮裡的魔術師/東野圭吾作; 王蘊
潔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皇 冠 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668-6 (EPUB) NT$365

進化果實: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
/美紅作; 王昱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508-4 (第 8 冊:平裝) NT$200
絕代神主/百里龍蝦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192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016-1 (第
114 冊:平裝)
無春/悍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悍兔,
11002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98-2-8 (平裝) NT$350
愛在 海誓山盟 迷離時/蝕鶼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09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42-0
(EPUB) NT$200

逆殺/林海月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聯合線上, 109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2-138-3 (EPUB) NT$400

道君/躍千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031-4 (第 5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046-8 (第 56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075-8 (第 57 冊:平裝)

神域的弒神者們. 3, 黄泉比良坂/丈
月城作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503-9 (平裝) NT$200

零技能的廚師/延野正行作; 何力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507-7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00

雪中悍刀行. 第二部. 上/烽火戲諸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61-9956 (全套:平裝)

煙流穿過/黃志欽作 .-- 高雄市 : 愛智,
11001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08-564-2 (精裝) NT$300

偷天修羅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745-6 ( 第 16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746-3 (第
17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515-747-0 (第 18 冊:平裝) NT$190
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032-1 (第 3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33-8 (第 3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48-2
(第 3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049-9 (第 3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050-5 (第 40 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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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難俏神醫/柒錦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068-0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69-7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70-3 (第 3 冊:
平裝)
蓋世雙諧/三天兩覺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748-7 ( 第 4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749-4 (第
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515-750-0 (第 6 冊:平裝) NT$180
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/おけ
まる作; 林佳祥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531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220
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(限定
版). 1/おけまる作; 林佳祥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532-9 ( 平 裝 )
NT$240
精靈幻想記. 18, 大地的猛獸/北山結
莉 作 ; 蕪 村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504-6 (平裝) NT$200
廢土走私商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1-991-8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1-992-5 (第 6 冊:平裝)
廢土走私商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037-6 (第 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38-3 (第 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65-9 (第 9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85-7 (第
10 冊:平裝)
劍道除魔/參拾伍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3-980-3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760-614-3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66-6 (第 7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86-4 (第 8
冊:平裝)
機械狂潮/半步滄桑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034-5 (第 1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35-2 (第 1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64-2 (第 1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84-0
(第 14 冊:平裝)

親愛的,賭一把?/凡夏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聯合線上, 109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372-134-5
(EPUB)
NT$200
燕歌行/酒徒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9-059 (全套:平裝) NT$4320
貓貓 Let's Go/一輛 YiLiang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愛呦文創, 11002 .-- 3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24-32 (平裝) NT$250
臨淵行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760-987-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000-0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001-7 (第 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002-4 (第 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39-0 (第 5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67-3 (第 6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087-1
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088-8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089-5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090-1 (第 10 冊:平裝)
禮物/朱嘉漢作; 李英立朗讀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2 .-- 260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577-8 (線上有聲
書(WAV)) NT$360
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
廢柴這件事(限定版). 2/佐伯さん作;
郭蕙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536-7 (平裝) NT$240
瓊明神女錄/劍氣長存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760-9 (第 7 冊:平裝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761-6 (第
8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515-762-3 (第 9 冊:平裝) NT$190
權力巔峰/夢入洪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風雲時代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352-990-3 (全套:平裝)
聽你說愛我/Sophia, 尾巴, 笭菁, 晨羽
合著 .-- 新北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0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3-1-8
歡迎光臨忘憂早餐店/利米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09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39-0
(EPUB) NT$200

*人間小小說/王瓊玲著 .-- 臺北市 :
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089-4 (EPUB)

編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帶路
國際商貿諮詢顧問, 110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316-3-5 (EPUB)

*人間小情事/王瓊玲著 .-- 臺北市 :
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090-0 (EPUB)

21 世紀教牧倫理學/陳尚仁著 .-- 新北
市 : 校園書房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776-7 (EPUB)

山茶花文具店/小川糸(Ogawa Ito)著;
王蘊潔譯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45-6
(EPUB)

6 到 16 歲通用: 高效學習法/親子天
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04-2 (EPUB) NT$120

閃亮亮共和國/小川糸作; 王蘊潔譯 .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3-746-3 (EPUB)

9th Asian Symposium on Process
Systems Engineering (9th PSE Asia
2020)/executive editor Chong Wei Ong .- 臺北市 : 陳誠亮, 11001 .-- 383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30-0 (平裝)

*一夜新娘: 望風亭傳奇/王瓊玲著 .-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088-7 (EPUB)
被遺忘的孩子/瑞安儂.納文(Rhiannon
Navin)著; 卓妙容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7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41-0
(EPUB)
NT$380

其他
1-5 歲 藝術感覺統合探索. A, 春夏/謝
茵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克蘭普文
化, 11002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22-0-2 (平裝)
1 週見效!日本名醫認證最強藥膳個
人鍋/工藤孝文主編; 濱內千波食譜;
謝東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際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006-0 (PDF)
2019-2020 優質全人 精彩絕倫/陳佩
璇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台中市全人家
長會長協會, 11001 .-- 12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9-0-1 (平裝)
2021 为穆斯林世界祷告 30 天/30 Days
of Prayer International 编著; 30 天中文
编译团队译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帶路
國際商貿諮詢顧問, 110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316-4-2 (EPUB)

<< 轉 山 >>+<< 走 河 >> 套 書 / 謝 旺 霖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3-85648 (全套:平裝) NT$800
타이베이시

외국인안내수첩/편집

타이베이시 경찰국 .-- 4 판 .-- 臺北市 :
北市府, 10912 .-- 193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4-38-7 (平裝)
คู ่มอ
ื สุขภาพมารดา/ผูแ้ ต่ง
กระทรวงสาธารณสุขและสวัสดิการกรมอน
ามัยแห่งชาติ .-- 4th ed. .-- 臺北市 : 健康
署, 11002 .-- 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9-00-9 (平裝) NT$7
សសៀវសៅសុខភាពស្រសតីមានផ្ទៃសោ/ក្រសួ
ងសុខាភិបាល
រដ្ឋ បាលលលើររំពស់សុខភាព .-- 4th
ed. .-- 臺北市 : 健康署, 11002 .-- 7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01-6 (平
裝) NT$7
้ั
คู ่มอ
ื สุขภาพสาหร ับหญิงตงครรภ
์/ผูแ้ ต่
ง
กระทรวงสาธารณสุขและสวัสดิการกรมอน
ามัยแห่งชาติ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健康
署, 11002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9-05-4 (平裝) NT$8

2021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30 天/30 天
國 際 聯 禱 (30 Days of Prayer
International)作; 30 天中文編譯團隊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帶路國際商貿
諮詢顧問, 11002 .-- 48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316-2-8 (平裝)

សសៀវសៅណែនាំពីចាំសែេះដឹងសុខភាព
សាំរាប់ស្រសតីមានផ្ទៃសោ/អ្ន រនិពនធ
ក្រសួ ងសុខាភិបាល
រដ្ឋ បាលលលើររំពស់សុខភាព .-- 1st
ed. .-- 臺北市 : 健康署, 11002 .-- 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06-1 (平
裝) NT$8

2021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30 天/30 Days
of Prayer International 編著; 30 天中文

読んで面白い、使って便利 中国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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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)/姚義久著 .-- 第 2 版 .-- 臺北市 :
大新, 11003 .-- 5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21-196-9 (平裝) NT$1200
贝 氏 发 展 学 程 = Baye's development
course/贝格尔育成有限公司编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貝格爾育成, 11001 .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843-1-0 (平裝)
烟花酒色: 白丰中藝術創作/白丰中
創 作 .-- 臺 北 市 : 兆 宇 藝 術 中 心 ,
11001 .-- 4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05-0-5 (平裝) NT$500

Li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11004 .- 13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32-63-9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8632-64-6 (精裝)
Falun Dafa: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
around the world. volume IX/by Hongzhi
Li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11004 .- 15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32-65-3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8632-66-0 (精裝)

A time to scatter stones/by Ying-Chih
Chua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莊媖智,
11003 .-- 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520-1 (精裝)

Falun Dafa: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
around the world. volume X/by Hongzhi
Li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11004 .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32-67-7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8632-68-4 (精裝)

Buku Panduan Ibu Hamil/penulis Dinas
Kesehatan
Nasional
Departemen
Kesehatan dan Kesejahteraan .-- 4th ed. .- 臺北市 : 健康署, 11002 .-- 7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9-99-6 (平裝)
NT$7

Falun Dafa: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
around the world. volume XI/by Hongzhi
Li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11004 .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32-69-1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8632-70-7 (精裝)

Classical Tales/鄭農軒設計 .-- 初版 .-臺 北 市 : 鄭農 軒 , 11004 .-- 80 面 ;
24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386 (平裝)

Fantasy: 黃欣元 Alvin 寫真書/黃欣元
作; 曾崇倫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3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293-0 (平裝)

DEEP TAICHUNG GUIDE 今まで知
らなかつた魅惑の台中/饒栢丞, 陳
鈞堯, 林雨琪, 石原淳, 伊藤努, 小林
理恵, 澤木真理編集 .-- 臺中市 : 中市
觀光旅遊局, 11001 .-- 9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58-59-1 (精裝)

Handbook for foreigners in Taipei/edited
by Taipei City Police Department .-- 20th
ed. .-- 臺北市 : 北市府, 10912 .-- 190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4-363 (平裝) NT$64

Dragon fruit from production to
markets/edited by Bob Fullerton, Wen-Li
Lee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亞太糧肥技
術中心, 11002 .-- 36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366-3-7 (精裝)
ERP 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200 講/林文
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720-9 (PDF) NT$390
Explore Taiwan/author Adrian Saunders,
Alex Eveleth, Catherine Jenson, Erin
Vasseur, Michael Riches, Rebecca Miller,
Sebastian Morgan, William Davidson .-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1 .-- 140
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7-17 (平裝)
Falun Dafa: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
around the world. volume IV/by Hongzhi

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. 0C/威海
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 11003 .-- 10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9-00-5 (平
裝) NT$450
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. 0D/杜威
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 11003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9-012 (平裝) NT$450
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. 1C/杜威
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 11003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9-029 (平裝) NT$450
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. 1D/杜威
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 11003 .-- 1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9-036 (平裝) NT$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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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. 2C/杜威
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 11003 .-- 10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9-043 (平裝) NT$450
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. 2D/杜威
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 11003 .-- 10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9-050 (平裝) NT$450
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. 3C/杜威
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 11003 .-- 1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9-067 (平裝) NT$550
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. 3D/杜威
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 11003 .-- 14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9-074 (平裝) NT$550
Honey bee children's book: Betty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76-1 (平裝)
Honey bee children's book: Bubble/ .-1st ed. .-- 高 雄 市 : 美 樂 蒂 文 教 ,
11001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5-71-6 (平裝)
Honey bee children's book: Candy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75-4 (平裝)
Honey bee children's book: Henry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72-3 (平裝)
Honey bee children's book: Jimmy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74-7 (平裝)
Honey bee children's book: Peppa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73-0 (平裝)
Honey bee pocket book: Betty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0 面; 13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5-82-2 (平裝)
Honey bee pocket book: Bubble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

40 面; 13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5-77-8 (平裝)
Honey bee pocket book: Candy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0 面; 13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5-81-5 (平裝)
Honey bee pocket book: Henry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0 面; 13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5-78-5 (平裝)
Honey bee pocket book: Jimmy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0 面; 13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5-79-2 (平裝)
Honey bee pocket book: Peppa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40 面; 13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5-80-8 (平裝)
Imperial taste: the beauty of painting/by
Lu Suhfen; translator Donald E. Brix .-2nd ed. .-- 臺北市 : 香港雅凱電腦語
音, 11003 .-- 17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720-0-3 (平裝)
Instant/Film: 周信佐寫真/周信佐, 曾
崇倫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4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0-9406-9 (平裝)
iOS 14 程式設計實戰: Swift 5.3: 快速
上手的開發技巧 200+/朱克剛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26-1 (PDF)
NT$580
JOYCE 的人類圖之旅/Joyce Huang(喬
宜思)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,
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9121-811 (全套:平裝) NT$700
KK book: student book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091-8-9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1-9-6 (第 2 冊:
平裝)
Leaper CLIL & Steam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7801-89-0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7801-90-6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7801-91-3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7801-92-0
(第 4 冊:平裝)
Leaper grammar/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
教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5-

11-2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85-10-5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5-09-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585-08-2 (第 1 冊:平裝)
Leaper workbook. A/ .-- 1st ed. .-- 高雄
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85-00-6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85-03-7 (第 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02-0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01-3 (第 2
冊:平裝)
Leaper workbook. B/ .-- 高雄市 : 美樂
蒂文教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85-07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5-06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585-05-1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85-04-4 (第 1 冊:平裝)
Leaper: student book/ .-- 1st ed. .-- 高雄
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7801-85-2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7801-86-9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7801-87-6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7801-88-3 (第 4
冊:平裝)
Literary formations: anglophone and
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and
diasporic Identity/by Tee Kim Tong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正友企業社, 11001 .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59-0-6 (平裝) NT$300
Manual Pendidikan Kesehatan untuk
Wanita Hamil/penulis Dinas Kesehatan
Nasional Departemen Kesehatan dan
Kesejahteraa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健
康署, 11002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9-04-7 (平裝) NT$8
Maternal Health Booklet/author Health
Promotion Administration, Ministry of
Health and Welfare .-- 4th ed. .-- 臺北市 :
健康署, 11002 .-- 7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39-97-2 (平裝) NT$7
Maternal
Medical
instructions
Booklet/author
Health
Promotion
Administration, Ministry of Health and
Welfare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健康署,
11002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9-02-3 (平裝) NT$8
Melody 的幸福套書/Melody 殷悅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動文化, 11001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3-125-5 (全套:
平裝) NT$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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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sa & Nasa's big jump(student
book)/by Melody Editorial Team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7801-93-7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7801-94-4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7801-95-1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780196-8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7801-97-5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7801-98-2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7801-99-9 (第 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6088-0-9 (第 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88-1-6 (第 9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88-2-3 (第
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88-30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6088-4-7 (第 12 冊:平裝)
Mosa & Nasa's big jump(workbook).
A/ .-- 1st 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
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5-12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13-6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85-14-3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5-15-0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585-16-7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85-17-4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18-1 (第 7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19-8 (第 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20-4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21-1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85-22-8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5-23-5 (第 12 冊:平裝)
Mosa & Nasa's big jump(workbook).
B/ .-- 1st 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
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5-24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25-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85-26-6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5-27-3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585-28-0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85-29-7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30-3 (第 7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31-0 (第 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32-7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33-4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85-34-1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5-35-8 (第 12 冊:平裝)
Mosa & Nasa's big jump(writing
book)/ .-- 1st 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
教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5-

46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85-47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5-48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585-49-5 (第 4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85-50-1 (第 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51-8 (第 6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52-5 (第 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-53-2
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8554-9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85-55-6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5-56-3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585-57-0 (第 12 冊:平裝)
Mosa & Nasa's big jump: CLIL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088-6-1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88-7-8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88-8-5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889-2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6091-0-3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06091-1-0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06091-2-7 (第 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6091-3-4 (第 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1-4-1 (第 9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1-5-8 (第
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091-65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6091-7-2 (第 12 冊:平裝)
Mosa & Nasa's big jump: starter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85-4 (平裝)
Phonics monsters: abc book/ .-- 1st ed. .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41-9 (平
裝)
Phonics monsters: final blends,consonant
digraphs & initial blends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42-6 (平裝)
Phonics monsters: short a/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4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36-5 (平
裝)
Phonics monsters: short e/ .-- 高雄市 :
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5-37-2 (平裝)
Phonics monsters: short i/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48 面;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38-9 (平
裝)

健康署, 11002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9-03-0 (平裝) NT$8

Phonics monsters: short o/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4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39-6 (平
裝)

Sổ tay sức khỏe phụ nữ mang thai/Tác
giả Sở Sức khỏe Quốc dân Bộ Y tế và
Phúc lợi .-- 4th ed. .-- 臺北市 : 健康署,
11002 .-- 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39-98-9 (平裝) NT$7

Phonics monsters: short u c,k,x,ck/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40-2 (平裝)
Phonics monsters: silent e,ing,y,ed
sounds,le
sounds,soft
c,soft
g,se,si,sy,th/ .-- 1st 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
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5-44-0 (平裝)
Phonics monsters: silent letters,special
combinations,and multisyllable words/ .- 1st ed. .-- 高 雄 市 : 美 樂蒂 文 教 ,
11001 .-- 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5-45-7 (平裝)
Phonics monsters: vowel digraphs,rcontrolled & diphthongs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6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43-3 (平裝)
Postcards from the Nordics/by Mark
Will .-- 臺北市 : Cadmus & Harmony
Media, 10912 .-- 22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962-4-1 (平裝)
Pour une étude aspectuelle et
stéréotypique des prépositions de lieu du
français dans les structures en Ø Nlieu,à
Ø Nlieu et au Nlieu= 從時貌性及刻板
性 探 討 法 文 地 方 介 系 詞 : 以 en Ø
Nlieu,à Ø Nlieu 及 au Nlieu 為例/蔣之
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圖書,
11001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48-7-5 (平裝) NT$300
PowerBI 商業智慧分析/胡百敬, 黃雅
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721-6 (PDF) NT$580
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. 2021/author
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Editing
Committee, Ministry of National
Defense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國防部,
11003 .-- 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46-71-0 (平裝) NT$180
Sổ tay hướng dẫn sức khỏe thai
phụ/tác giả Sở Sức khỏe Quốc dân Bộ
Y tế và Phúc lợi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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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ence cadets: mission to Mars/written
by Christopher Johnson .-- 臺南市 : 傅
氏國際文化, 11002 .-- 73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163-3-2 (平裝)
Siinˇ Mungˇ: Repositioning the
Hakka in Contemporary Taiwan/author
Wei-An Chang, Shih-Chung Hsieh, JuiChao Liu .-- 1st ed. .-- 苗栗縣 : 客委會
客發中心, 109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34-21-2 ( 平 裝 )
NT$350
Social
and
Family
Affairs
Administration,Ministry of Health and
Welfare annual report. 2019/editor YuHsin Chang, Hsiao-Yu Chen, Chun-Ting
Lin, Wei-Chun Tsai, Li-Yin Chiang, AnTing Cheng, Huei-Yin Shih, Hsin-Ping
Hsiao, Li-Ching Huang, Pei-Hsuan
Chang, Yu-Hsuan Tai, Tsu-Min Li, I-An
Su, Ya-Hsien Chang, Yu-Chieh Chiang,
Hung-Chun Chen, Po-Huei Chen, HueiYan Chung, Chin-Chu Li, Mei-Chi
Chang, Kai-Wen Liang, Chiu-Hsia Chen,
Ching-Chia Hsu, Chun-Yen Lin, ChihYu Chen, Ching-Sheng Lin, Chia-Yuen
Wu, Wan-Ju Li, Mei-Chun Lin, ShuCheng Liu, Ying-Su Chen, Huei-Ching
Hsu, Kai-Chi Ba, Ying-Chen Chen, TienChen Li, Hsiang-Yuen Tseng, Yu-Chieh
Chang, Chia-Yu Lin, Meng-Shan Tsai,
Tsai-Huei Hu, Chien-Chi Chiang, ChaoFan Chen, Min-Chuen Tsai, ChuanHsiung Tseng, Chin-Chen Yeh, Huei-I
Hsu, Pin-Chen Li, Chun-Chi Chen, YuFang Yeh, Ni-Ping Chang .-- 臺北市 :
社家署, 11002 .-- 51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39-95-8 (平裝)
Spot on reading. 1: keys to develop core
competencies/Owain Mckimm, Laura
Phelps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化, 110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8-979-4 (平裝)
Success With Reading. 2 (寂天雲隨身
聽 APP 版)/Zachary Fillingham, Owain

Mckimm, Judy Majewski 著 .-- 五版二
刷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1 .-- 22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8-9718 (16K 平裝)
Super me phonics: Adam/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70-9 (平
裝)
Super me phonics: Jack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69-3 (平裝)
Super me phonics: Polly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66-2 (平裝)
Super me phonics: Sally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68-6 (平裝)
Super me phonics: Tom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67-9 (平裝)
Super me phonics: Willy/ .-- 1st ed. .-- 高
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5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65-5 (平裝)
Super me student book: Adam/by
Bblythe Field; illustrated by Marek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62-4 (平裝)
Super me student book: Jack/by Bblythe
Field; illustrated by Marek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6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61-7 (平
裝)
Super me student book: Piper/by Bblythe
Field; illustrated by Marek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6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64-8 (平
裝)
Super me student book: Polly/by Bblythe
Field; illustrated by Marek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6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58-7 (平
裝)
Super me student book: Sally/by Bblythe
Field; illustrated by Marek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6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60-0 (平
裝)
Super me student book: Tom/by Bblythe
Field; illustrated by Marek .-- 1st ed. .--

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- 6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-59-4 (平
裝)
Super me student book: Wayne/by
Bblythe Field; illustrated by Marek .-- 1st
ed.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01 .-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563-1 (平裝)
Taiwan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annual
report. 2019-2020/editor in chief HsiaoChing Ti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文策
院, 11002 .-- 10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293-9 (平裝)
Talk fun: school and subjects(student
book)/[by] Y.C. Efa .-- 臺中市 : 葳果文
化企業社, 11001 .-- 67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377-1-9 (平裝附光碟
片)
Tap into English. 2= 英語聽講. 2/陳豫
弘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公司, 11002 .-- 1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436-9 (平裝)
Telegram 行動行銷: 操作技巧 x 品牌
貼圖 x 經營心法/劉滄碩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23-0 (PDF)
NT$420
The Beijing Haggadah/created by Leon
Fenster .-- 高雄市 : 東昇新創, 11001 .- 131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44-0-5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8606044-1-2 (精裝)
The best wavelet for water waves and an
application: wavelet coherences and the
energy cascade model for the wind,wave
and rain coupling system= 水波時尺或
時頻分析法之比較與應用. (3/4)/李勇
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研
所, 11002 .-- 2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1-232-9 (平裝) NT$200
*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. 2021 年:
初階「行銷企劃證照」題型題庫/台
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.-- 十二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, 11001 .-- 48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556-10 (平裝) NT$520
Town musicians of Bremen/editorial
director Peggy Huang; illustrated by
NanJun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03 .-- 48
面; 22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505-5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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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uma,travel and transcendence: Jung
Chang's Wild Swans and Shuyun Sun's
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/by
Yun-Hua Hsiao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
林, 11001 .-- 1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5-915-5 (平裝) NT$200
Travel beyond/Camille Lu[ 作 ] .-- 1st
ed.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10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22-36-0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22-37-7 (第 2
冊:平裝)
Wee talk! wee play! blue/editorial
director Peggy Huang; illustrator Macree,
Wing Hsu, Ginar Liu, P714 .-- 臺北市 :
佳音, 11002 .-- 88 面; 22X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8-504-8 (平裝)
Where 旅遊味: 小鎮緩時光/劉建德總
編輯 .-- 新北市 : 捷沛實業, 11001 .-8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353-9 (平裝)
Zook 2020 Spring/芒種雨, Julie Kwok,
沈嘉悅, Ocean18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島座放送, 1100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8572-2-2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000
「懂事」總經理的 12 個關於工作.生
活.人生的思考/謝馨慧作.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1 .-- 約 130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88-4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49 .-- ISBN
978-957-13-8589-1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249
「體驗設計」創意思考術/玉樹真一
郎著; 江宓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平安文化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314-96-1 (EPUB) NT$266
一出手脫單又脫魯: 從撩妹、見面到
正式交往,必備六大武器 x 五大管道/
瑪那熊作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0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573-2
(EPUB)
*一束稻草/吳怡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075-7 (EPUB)
一張紙玩一首詩: 紙玩+寫詩 簡單做
出禮物書/王淑芬著; 陳怡今繪圖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10-6
(PDF) NT$380

一張紙做一本書: 每個人都能上手的
超創意小書 王淑芬教你輕鬆做!/王
淑芬作; 陳怡今手工書插畫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82-6 (EPUB)
NT$380
一張紙做立體書/王淑芬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90-1 (EPUB)
NT$380
一輩子很長,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/慕
蓉素衣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
化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6-42-8 (PDF) NT$252
一鍋到底!小資族美味電鍋料理 100
道/黃美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東販, 105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14-9 (EPUB)
人工智慧開發第一步. 硬體建置篇/
曹永忠, 郭耀文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初版 .-- 彰化縣 : 渥瑪數位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29-8-9
(PDF) NT$1200
人工智慧開發第一步. 硬體建置篇
(簡體中文版)/曹永忠, 郭耀文, 許智
誠, 蔡英德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 : 渥
瑪數位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829-9-6 (PDF) NT$1200
人生好難!?: 16 個自我省察的社會學
觀點/薄懷武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1 .-- 約 7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586-0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99 .-- ISBN 978-957-138587-7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299
十善業道經/(大唐)于闐三藏法師實
叉難陀奉制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,
110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181-4-5 (平裝)

約 12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575-4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20
大方廣圓覺經: 圓滿自性的寶藏/聖
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
文化, 9408 .-- 約 1336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904-0 (全套 24CD:
有聲書光碟片) NT$2000
女巫阿娥的萬用套書/阿娥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001 .-- 冊 .-ISBN 978-957-9072-91-5 (全套:平裝)
NT$879
小雨麻的 100 道馬克杯料理,上桌！/
小雨麻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02-1 (EPUB) NT$3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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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(John O. A. Pagano)著; 沈雅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09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9314-93-0
(EPUB) NT$450
父女對話/陳冠學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095-5 (EPUB)

小雨麻的副食品全紀錄: 158 道寶寶
超愛的當令食譜,過敏兒這樣吃也沒
問題!/小雨麻著;陳怡今繪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86-4 (EPUB)
NT$400

不太乖世代: 不是叛逆,更不是反骨,
而是堅持乖乖做自己!/蘇仰志, 陳慧
婷, 親子天下雜誌編輯群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12-0 (EPUB)
NT$380

小雨麻極簡育兒提案: 打造輕省卻心
靈自由的減法生活/小雨麻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32-8 (PDF)
NT$360

公司治理重要判決摘要選粹. 第四期,
內線交易之消息傳遞責任. 2020 年/
張心悌編審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
華公司治理協會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38-1-6 (PDF)

下流老人套書/藤田孝典著; 吳怡文,
吳海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
版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856782-5 (全套:平裝) NT$56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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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27-0
(PDF) NT$650

大時代的明燈. 一/諸天仙佛作 .-- 新
北市 : 至善文化電子書, 110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45-5-2 (PDF)
三國演義/羅貫中撰; 毛宗崗批; 饒彬
校 訂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42-6 (EPUB)

人際力 教出擁有同理心與溝通力的
孩子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93-9 (EPUB) NT$165

上游思維: 在問題發生前解決的根治
之道/丹.希思(Dan Heath)著; 廖亭雲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14-0
(EPUB) NT$380

八識規矩頌: 剖析心識的根本/聖嚴
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
化, 9311 .-- 約 41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8-893-7 (全套 7CD:有聲書
光碟片) NT$650

大腦與學習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64-9
(EPUB)
NT$165

上不了的諾亞方舟/騷夏作; 賀武瓊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2 .--

大學指考寫作必備手冊: 寫作實戰與
遣 詞 用 字 = Advanced subjects test
writing essential handbook/ 張 維 總 編
著 .-- 一版一刷 .-- 臺北市 : 張維英文,
11001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374-73-9 (平裝) NT$150

*子衡吟草/洪子衡著 .-- 臺南市 : 南
市鯤瀛詩社, 11001 .-- 37 面; 2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602-0-5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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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洋探戈/嚴歌苓著 .-- 臺北市 : 三
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4-7096-2 (EPUB)
反抗: 當激進變成主流,正在改寫世
界經濟、政治、文化的反全球化抗
爭/納達夫.埃尤爾(Nadav Eyal)著; 胡
宗香譯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650-8
(PDF)
五味屋的生活練習曲: 用態度換夢想
的二手商店/張瀞文, 顧瑜君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31-1 (PDF)
NT$399
不孤單,一起走: 體制外教師曲智鑛
的教育思索/曲智鑛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03-823-6 (PDF) NT$350

巴洛克藝術第一人: 卡拉瓦喬/韓秀
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28-0 (EPUB)
允許自己選擇愛/馮以量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15-7 (PDF)
NT$330
允許自己選擇愛/馮以量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16-4 (EPUB)
NT$330
日常老和尚重要思想集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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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48-5-0 (PDF)
日常老和尚重要思想集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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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48-6-7 (EPUB)
天國故事集: 康來昌牧師談耶穌的比
喻 32 則/康來昌著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
房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775-0 (EPUB)
*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/吳怡著 .-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091-7 (EPUB)
月球創造者與人類起源的傳說= The
moon creator and the legend of human
origin/微塵小星作 .-- 臺北市 : 微塵國
際, 11001 .-- 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92-0-2 (平裝) NT$100
中庸誠的哲學/吳怡著 .-- 臺北市 : 東
大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9-3251-4 (EPUB)
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十編/姚
志紅等著; 許學仁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8-339-4 (全套:精裝)
NT$20000
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三編/郭
俊泉等著; 林慶彰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8-448-3 (全套:精裝)
NT$48000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: 古代詩歌選
讀/孫紹振, 孫劍秋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0912 .-- 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55-0-0 (平裝)

文創基地 X 博物館邊玩邊學 10 個好
所在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906-6 (EPUB) NT$120
天然齒形態學= The ultimate guide to
tooth morphology 1 basic/脇田太裕著;
蔡士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毅企
業, 11001 .-- 33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033-1-8 (第 1 冊:精裝)
心經生活: 找回生命的刻度/聖嚴法
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9111 .-- 約 1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98-902-6 (全套 3CD:有聲書光碟
片) NT$300
心經觀自在: 究竟心靈的視界/聖嚴
法師主講 .-- 初版七刷 .-- 臺北市 : 法
鼓文化, 9301 .-- 約 155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888-3 (全套 3CD:有
聲書光碟片) NT$300
水滸傳與中國社會/薩孟武著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098-6 (EPUB)
分數之外的選擇: 陳安儀的教育實驗
手記/陳安儀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791-8 (EPUB) NT$320
*手機隨心拍: 鍾國華攝影作品/鍾國
華 Bridge Chung 作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
市 : 網迅雲端, 11001 .-- 64 面; 21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40-58-9 (精裝)
NT$650
分齡教養,養出自律兒/親子天下編輯
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36-3
(EPUB) NT$165
心靈教父偉恩戴爾暢銷經典套書/偉
恩.戴爾(Wayne W. Dyer)著; 林麗冠,
李寧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
版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856784-9 (全套:平裝) NT$700
*石.時.世: 台灣當代水墨的時空思維
= Rocky time and world: contemporary
ink art in Taiwan/洪小澎, 陳肇珮, 李孟
芳, 簡詩如, 蕭博駿, 郭錦屏, 陳紀安,
墨雨果, 柯驎晏, 吳上瑋著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名山藝術, 11001 .-- 28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773-73 (平裝)
四十二章經: 穿越思維的藩籬/聖嚴
法師主講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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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文化, 9312 .-- 約 162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884-5 (全套 3CD:有
聲書光碟片) NT$300
半小時漫畫唐詩宋詞套書/陳磊, 半
小時漫畫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出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15-48-5 (全套:平裝) NT$860
古代中國文化講義/葛兆光著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00-6 (EPUB)
台北市政府外国人ガイドブック/台
北市政府警察局編 .-- 19 版 .-- 臺北
市 : 北市府, 10912 .-- 201 面; 22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4-37-0 ( 平 裝 )
NT$64
台北國際藝術村年鑑. 2020= Taipei
artist village yearbook/李曉雯總編輯 .- 臺北市 :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
運部, 11004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832-4-7 (平裝)
四弘誓願: 親證菩提的願心/聖嚴法
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9403 .-- 約 2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98-897-5 (全套 5CD:有聲書光碟
片) NT$500
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五編/唐
洪志等著; 王明蓀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8-318-9 (全套:精裝)
NT$45000
生老病死間的大哉問/黃珮華著 .-- 臺
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19-8 (EPUB)
立即可用的 NLP 入門/藤川とも子,
加藤聖龍著; 楊明綺, 陳光棻譯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1 .-冊 .-- ISBN 978-957-8567-81-8 (全套:
平裝) NT$670
失序年代: 紅色帝國的崩潰/洪茂雄
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23-5 (EPUB)
兄弟相愛撼山河: 威伯福斯與克拉朋
聯盟/張文亮著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773-6 (EPUB) NT$196
白宗仁水墨創作展作品集. 八/白宗
仁[作] .-- 臺北市 : 筑墨軒, 10912 .-- 48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028-39 (平裝) NT$500

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三編/孫彥等
著; 曾永義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8-371-4 (全套:精裝) NT$82000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二編/司馬朝
軍等著; 潘美月, 杜潔祥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18-429-2 (全套:
精裝) NT$120000
末法末劫之世紀大預言聖人出世/微
塵國際文創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
微塵國際, 110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92-1-9 ( 平 裝 )
NT$100
生命的學問/牟宗三著 .-- 臺北市 : 三
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4-7107-5 (EPUB)
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二九輯/李玉
婉等著; 龔鵬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8-331-8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25000
台 東縣 原住民 族傳 統知識刊 物集 .
109 年度, 植物篇: 原住民植物運用於
家屋及建築/方銘總總編輯 .-- 臺東
縣 :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, 10912 .-- 3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9-455 (平裝)
台 東縣 原住民 族傳 統知識刊 物集 .
109 年度, 植物篇: 原住民傳統生活中
的小米植物: 阿美族篇.布農族篇.排
灣族篇.卑南族篇/方銘總總編輯 .-臺東縣 :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, 10912 .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944-8 (平裝)
幼兒學習,關鍵問!/鄭舒丹, 張斯寧,
劉嘉淑, 徐德成, 劉仲倫, 鄭青青, 台
中市愛彌兒幼兒園等著; 高琇嬅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14-4 (PDF) NT$380
世紀中國革命: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/
李福鐘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21-1
(EPUB)
生為自己,我很開心/凱特王作.朗讀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1 .-- 約 186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50-1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49 .-- ISBN
978-957-13-8551-8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249

永恆的回憶: 中華民國海軍老戰友紀
念輯= Persistence of memory: album of
Republic of China navy retired warship/
周民孝作 .-- 臺北市 : 雅圖創意設計,
11001 .-- 172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9187-9-5 (平裝)
世界的微笑: 純真與感動的瞬間/許
培文字.攝影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777-2 (PDF) NT$580
用幽默代替憤怒/塞德娜著 .-- 第 1
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002 .-- 38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-7644 (平裝) NT$380
打造自信力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82-3
(EPUB)
NT$165
生涯探索,SOS!: 發現潛能、追逐夢
想,給青少年父母的陪伴守則/楊俐容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72-7 (EPUB) NT$350
打通閱讀理解關卡 培養愛看書的小
孩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88-5 (EPUB) NT$165
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二編/祝小
楠等著; 杜潔祥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8-302-8 (全套:精裝)
NT$12000
白話中國寓言/馮作民譯注 .-- 第一版
第三刷 .-- 臺北市 : 星光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677-676-2 (全套:
平裝) NT$580
白話易經讀本/曾彥魁譯解 .-- 臺中
市 : 智翔文化, 11001 .-- 35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06-9-4 (平裝)
白萩詩選/白萩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05-1 (EPUB)
永嘉大師證道歌: 實證大千的空無/
聖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
鼓文化, 9310 .-- 674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8-892-0 (全套 12CD:有聲書
光碟片) NT$1000
甲蟲男孩. 3, 最終決戰/M. G.里奧納
(M. G. Leonard)著; 黃意然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3 .--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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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52-6
(EPUB) NT$360
另類事實: 關於知識和它的敵人/艾
莎.威克福斯(Åsa Wikforss)著; 葉品岑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92-7-9 (EPUB)
石繼航古典詩詞套書/石繼航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啟動文化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493-127-9 (全套:
平裝) NT$710
台灣室內設計大獎. 2020 第 13 屆(中
英對照)/龔書章, 姚政仲, 簡學義, 張
光民, 杜文正, 胡碩峰, 楊岸, 黃惠美,
黃湘娟編輯委員; Debbie C. Yang 英
文編審 .-- 臺北市 : 室內設計協會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794-6-0 (PDF) NT$590
台灣室內設計大獎. 2020 第 13 屆(中
英 對 照 )= 2019 13th Taiwan Interior
Design Award/龔書章, 姚政仲, 簡學義,
張光民, 杜文正, 胡碩峰, 楊岸, 黃惠
美, 黃湘娟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室內設計協會, 11003 .-- 14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94-5-3 (精
裝) NT$880
台灣指南= Directory of Taiwan/台灣
英文新聞廣告部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
市 : 台灣英文新聞, 11003 .-- 6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76-0-0 (平
裝) NT$400
台灣常見農業害蟲天敵/段淑人, 唐
立正編著 .-- 臺中市 : 興大, 11001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70-9 (平裝) NT$200
竹, 這神 奇的 草 / 唐麗芳文; 李朝倉
圖 .-- 初 版 .-- 雲 林 縣 : 雲 縣 府 ,
109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5-92-0 (精裝) NT$320
再生: 國際海報邀請展暨台灣國際海
報新星獎. 2021= Regeneration: 2021
International
Poster
Invitational
Exhibition & Taiwan Postar Posters/林
鴻彰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海
報設計協會, 11001 .-- 20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5101-7-3 (平裝)
NT$500
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學: 用力的活,
燦爛的死/稻垣榮洋著; 黃詩婷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0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51-7 (EPUB)
NT$290
自主閱讀: 讓孩子自選與自讀,培養
讀 寫 力 / 史 蒂 芬 . 克 拉 申 (Stephen D
Krashen), 李思穎, 劉英著; 林俊宏譯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16-8
(PDF) NT$300
早安!太陽: 認識能源發展史/許喻理
文字; Eri 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力
暘能源, 110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36-0-5 ( 精 裝 )
NT$300
名字,你以为你懂/陈凤翔着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道聲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0-323-5 (PDF)
吉吉,護法現身!律師教你生活法律
85 招/王泓鑫, 張明宏著 .-- 臺北市 :
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135-8 (EPUB)
光光老師專注力問診室: 滿足生理發
展,破解教養關卡,向分心說再見!/廖
笙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17-5 (PDF) NT$350
安全騎乘自行車: 教學指引手冊/林
月琴, 羅孝賢總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北市 :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079-5-7 (PDF)
有你,更能做自己/鄧惠文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95-6 (EPUB)
NT$350
如何擺脫 22K 的夢魘?: 贏在起跑點
的職場攻略/王健全著 .-- 臺北市 : 三
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4-7112-9 (EPUB)
成長性思維學習指南: 幫助孩子達成
目標,打造心態致勝的實戰教室/安妮.
布 魯 克 (Annie Brock); 希 瑟 . 韓 德 利
(Heather Hundley)著; 王幸蓮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27-4 (PDF)
NT$380
朱俞君收納裝修套書/朱俞君著 .-- 增
訂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001 .-冊 .-- ISBN 978-957-9072-90-8 (全套:
平裝) NT$819

老師,是孩子遲來的父母: N 位夥伴Ｘ
蘇文鈺的熱血連線/蘇文鈺故事書寫;
盧諭緯採訪整理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22-9 (PDF) NT$350

肚大能容: 中國飲食文化散記/逯耀
東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24-2 (EPUB)

*地特三等英文用書/李盛光編著 .-新北市 : 李震光, 11001 .-- 3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22-5 (平裝)
NT$1350

我不要完美,只要完整: 成為自己的
25 堂課/丁寧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1 .-- 約 337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582-2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399 .-- ISBN 978-957-138583-9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99

安徒生故事選套書/安徒生原著; 哈
利.克拉克(Harry Clarke)繪圖; 劉夏泱
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8567-870 (全套:平裝) NT$798

貝 氏 發 展 學 程 = Baye's development
course/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貝格爾育成, 11001 .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843-0-3 (平裝)

有效提問: 閱讀好故事、設計好問題,
陪孩子一起自我探索/陳欣希, 陳育
健, 林意雪等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780-2 (PDF) NT$350

你不需治療,只需說出口: 心理師和
那群拯救我的人/克莉絲蒂.塔特
(Christie Tate)著; 魯宓譯 .-- 臺北市 :
究竟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37-316-4 (EPUB)

在深夜的電影院遇見佛洛伊德: 電影
與心理治療/王明智著 .-- 臺北市 : 三
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4-7129-7 (EPUB)

作文養成大補帖/高詩佳, 侯紀萍, 陳
啟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
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51-2102 (全套:平裝) NT$978

有溫度的唐詩宋詞套書: <<有溫度的
唐詩:穿越唐詩,邂逅那個時代,相遇
那些詩人>> <<有溫度的宋詞:穿越
宋詞,邂逅那個時代,相遇那些詞人
>>/李靜, 谷盈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出, 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15-43-0 (全套:平裝) NT$840

走出西拉雅的路. 4: 部落誌/高麗貞
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市西拉雅
文化山城社區合作社, 11003 .-- 11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05-5-7 (平
裝)

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/薩孟武著 .-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097-9 (EPUB)
在愛裡,我逆著光飛翔: 音樂夢想家
黃裕翔的成長故事/黃裕翔故事; 李
翠卿書寫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74-1 (EPUB) NT$350
全圖解教養的真相: 孩子講不聽、叫
不動,大人該懂的破冰對話/王宏哲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33-5 (EPUB) NT$380
地藏菩薩本願經: 負載萬物的願行/
聖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三刷 .-- 臺北
市 : 法鼓文化, 10004 .-- 約 189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885-2 (全套
3CD:有聲書光碟片) 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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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臣佐使: 妙用中醫 整合醫療新視
野/許中華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
下生活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06-8-8 (EPUB) NT$500
沒有最好,只有更好: 銷售成功法則
(彩色版)/靜濤編著 .-- 新北市 : 讀品
文化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3-139-4 (PDF) NT$270
找回睡眠力: 銀髮族睡眠寶典/陳錫
中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30-3 (EPUB)
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/王天寬作; 李
英 立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時 報 文 化 ,
11001 .-- 210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563-1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
NT$330
戒吼媽: 挑戰 21 天不生氣的教養提
案/Jaguar 小姐, <<親子天下>>編輯群
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89-5 (EPUB) NT$320

即使失誤也能獲得好評的人都在做
些什麼?/飯野謙次作; 林佑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50-6 (PDF)
NT$340
即使失誤也能獲得好評的人都在做
些什麼?/飯野謙次作; 林佑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51-3
(EPUB) NT$340
作 物有機栽 培輪間作 制度 / 王鐘和
著 .-- 屏 東 縣 : 屏 東 科 大 農 推 會 ,
109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486-7-1 (平裝)
我的草根翻轉: MAPS 教學法/王政忠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03-8 (EPUB) NT$380
那些做自己的女人,和她們的餐桌:
走進 6 個女主人的家/蔡佳妤作.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1 .-- 約
12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560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49 .-ISBN 978-957-13-8561-7 (線上有聲書
(WAV)) NT$249
我的過動人生: 昆蟲老師吳沁婕的追
夢日記/吳沁婕圖.文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03-818-2 (PDF) NT$360
妙法蓮華經: 拓展無限的光波/聖嚴
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
化, 9201 .-- 約 1202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8-891-3 (全套 30CD:有聲書
光碟片) NT$2500
妙法蓮華經通義/(明)南嶽沙門憨山
釋德清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定
香精舍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28-3-1 (PDF)
免背式發音練習本. 2/龔玲慧作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02 .-- 9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10-07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199
我們究竟是誰?/ 藍慕沙作; 陳郁雯
譯 .-- 臺中市 : 藍豐有限公司, 110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45-0-3
(EPUB)
快速入門!臺灣人不可忽視的百大病
症 / 李 龍 騰 著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20-4 (EPUB)

我竟然把我自己的肚子搞大了/朱佩
慧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圓 神 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47-0 (EPUB) NT$320
走進長襪皮皮的世界: 探訪瑞典國寶
級作家,永遠的林格倫/幸佳慧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62-8
(EPUB) NT$300
我就是比你詐: 活學活用厚黑學(彩
色版)/李宗吾原著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
化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3-140-0 (PDF)
走過大墩一百年: 吳德功的旅行日記
= 経過する百年 タイツォン/林良哲
編著 .-- 臺中市 : 愛社享生活文化,
11001 .-- 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022-5-6 (經摺裝) NT$150
別當完美父母 B+就夠好/親子天下編
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56-4
(EPUB) NT$120
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/(唐)三藏法師
義淨奉詔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,
1100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181-5-2 (平裝)
找對方法,與你的青春期兒女對話/賈
斯伯.裘(Jesper Juul)作; 王榮輝譯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84-0
(EPUB) NT$330
佛說阿彌陀經: 觀照自性的歸處/聖
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三刷 .-- 臺北市 :
法鼓文化, 9603 .-- 約 124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598-883-8 (全套 3CD:
有聲書光碟片) NT$300
佛說盂蘭盆經: 歌詠無盡的孝思/聖
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
文化, 9401 .-- 約 252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895-1 (全套 4CD:有
聲書光碟片) NT$400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28-7
(PDF) NT$520
克魯曼戰殭屍經濟: 洞悉殭屍經濟的
本質,揪出政經失能的本源/保羅.克
魯曼(Paul Krugman)著; 吳國卿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29-4
(EPUB) NT$520
* 何 謂 教 會 治 理 ?= What is church
government?/ 肖 恩 . 路 卡 斯 (Sean
Michael Lucas)作; 郭熙安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改革宗, 11001 .-- 3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09-4-5 (平裝)
NT$140
* 何 謂 聖 餐 ?= What is the Lord's
Supper?/ 理 查 . 腓 力 斯 (Richard D.
Phillips)作; 郭熙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改革宗, 11001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09-5-2 ( 平 裝 )
NT$140
防癌抗老食療先修班: 營養學專家教
你吃出好體質/賴明宏著 .-- 臺北市 :
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122-8 (EPUB)
來-跟毛小孩聊天套書/Leslie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啟動文化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493-126-2 (全套:
平裝) NT$670
玩上癮的畫畫課套書/瑪莉安.杜莎
(Marion Deuchars)著; 吳莉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9072-95-3 (全套:平裝)
NT$759
金牛年財富大趨勢/工商時報編著 .-臺北市 : 工商財經數位, 11002 .-- 176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844-201 (平裝) NT$129
明日教育: 大膽想像 學習的未來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03-811-3 (PDF) NT$350

我與貍奴不出門/黃麗群作; 孫德萍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1 .-約 1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562-4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20

林田山與他們的生活/陳姿穎, 曹莉
婕, 黃恩慈撰寫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
東華大學人社院, 11001 .-- 2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91-7-8 (平裝)

克魯曼戰殭屍經濟: 洞悉殭屍經濟的
本質,揪出政經失能的本源/保羅.克
魯曼(Paul Krugman)著; 吳國卿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-

青出於藍: 一窺雍正帝王術/陳捷先
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32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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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出數學力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

ISBN
978-957-503-865-6
NT$165

(EPUB)

兩地 / 林海音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11-2 (EPUB)
波西米亞樓/嚴歌苓著 .-- 臺北市 : 三
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4-7102-0 (EPUB)
周作人作品精選/周作人著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89-06-6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2800
玩具大變身: 99 組情境遊戲＋5 款桌
遊,玩出 93 項幼兒發展大能力/袁巧
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26-7 (PDF) NT$380
乳房外科學/黃其晟, 沈陳石銘, 張群
明, 陳華宗, 郭秀雯, 張耀仁, 洪進昇,
李京軒, 張健輝, 李朝樹, 張首義, 朱
崧肇, 高偉堯, 黃經民, 洪世凱, 郭頌
鑫, 黃俊升, 常佑康, 余忠泰, 何靜淳,
許永祥, 林金瑤, 林俊宏, 賴峻毅, 曾
令民, 葉顯堂, 陳訓徹, 張金堅作; 張
耀仁主編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佛教慈
濟醫療財團法人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206-5-3 (PDF)
青春: 九如武洛溪/張寶心撰稿 .-- 屏
東縣 : 屏東縣九明社區發展協會 ,
11001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68-0-5 (平裝)
和泉式部日記/林文月譯.圖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17-4 (EPUB)
青春期,SOS!: 給青少年父母的情緒、
學習、教養對策/楊俐容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73-4 (EPUB)
NT$350
玩美繽紛杯子蛋糕 50 款: 蛋糕體變
化 x 擠花裝飾 x 翻糖技巧/何嘉嘉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051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13-2
(EPUB)
河宴 / 鍾怡雯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03-7 (EPUB)
奇特的耶穌/白立德著; 學園傳道會
編輯部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
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
NT$35

978-986-99769-2-3

(PDF)

金剛經生活: 撫平煩惱的天平/聖嚴
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
化, 9111 .-- 約 39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8-900-2 (全套 8CD:有聲書
光碟片) NT$700
金剛經如是說: 探索生命的頻率/聖
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
文化, 9203 .-- 約 158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882-1 (全套 3CD:有
聲書光碟片) NT$300
京都一年/林文月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34-1 (EPUB)
金陵十三釵/嚴歌苓著 .-- 臺北市 : 三
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4-7109-9 (EPUB)
股票作手回憶錄(經典新校版)/愛德
溫 . 勒 斐 佛 (Edwin Lefèvre) 著 ; 真 如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寰宇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30-5-6
(EPUB) NT$380
京都歷史迷走/胡川安作.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1 .-- 約 122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58-7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49 .-- ISBN
978-957-13-8559-4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249
放晴了: 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專
輯.11= After the rain: stream of praise
music ministries 11/游智婷總編輯 .-臺北市 :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, 11002 .- 6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5123-7-4 (平裝)
*兩週之後武漢肺炎就結束了= After
a fortnight the Coronavirus is over/杜岳
作 .-- 臺北市 : 杜岳, 11002 .-- 2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33-1 (平
裝) NT$550

法華經的淨土思想: 自心.人間.淨土/
聖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三刷 .-- 臺北
市 : 法鼓文化, 9603 .-- 約 215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887-6 (全套
6CD:有聲書光碟片)
亞當史密斯與嚴復: <<國富論>>與
中國 / 賴建誠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36-5 (EPUB)
青溪揚藝 三十而立: 花蓮縣青溪新
文藝學會成立三十週年會員作品專
輯/曾鴛鳳編輯 .-- 花蓮縣 : 花蓮縣青
溪新文藝學會, 11002 .-- 8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19-0-8 (平裝)
NT$300
幸福。綻放中: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
成果專刊/澎湖縣政府旅遊處執行編
輯 .-- 澎湖縣 : 澎縣府, 11002 .-- 48 面;
23X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7-559 (平裝) NT$980
玫瑰剛露尖尖角/韓秀著 .-- 臺北市 :
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133-4 (EPUB)
依靠信德天天得勝/翟金誠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翟金誠, 11001 .-- 冊 .-ISBN 978-957-43-8536-2 (全套:精裝)
NT$180
孤獨世紀: 衝擊全球商業模式,危及
生活、工作與健康的疏離浪潮/諾瑞
娜.赫茲(Noreena Hertz)著; 聞若婷譯 .- 臺北市 : 先覺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4-374-7 (EPUB)
物聯網之智慧商務/中華企業資源規
劃學會, 林文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25-4 (PDF) NT$350
怪癖心理學/岡田尊司著; 顏靜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09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17-1
(EPUB) NT$300

欣 喜若 狂是喜 歡 , 心亂 如麻 才是 愛
/3am.talk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48-7 (EPUB) NT$320

怪癖心理學/岡田尊司著; 顏靜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18-8
(PDF)

法華經的人生智慧: 清淨.積極.智慧/
聖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三刷 .-- 臺北
市 : 法鼓文化, 9603 .-- 約 211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886-9 (全套
6CD:有聲書光碟片)

奇蹟課程釋義: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.
第四冊(91-120 課)/肯尼斯.霍布尼克
(Kenneth Wapnick)著; 若水譯 .-- 臺中
市 : 奇蹟課程.奇蹟資訊中心, 110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554-5-7
(EPUB) NT$2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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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難問事佛吉凶經/(後漢)沙門安世
高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, 11001 .-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816-9 (平裝)
美力,孩子看不見的競爭力/詹秀葳故
事提供; 謝其濬採訪撰稿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93-2 (PDF)
NT$350
美人尖/王瓊玲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10-5 (EPUB)
為了配合你的情緒,我總是苛刻的對
待自己: 不敢表達意見、總是在吃虧?
為什麼有人可以厚臉皮不顧別人,我
卻總是讓自己吃虧?因為,你忘了怎
麼對自己好一點./積田美也子作; 李
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8-47-6 (PDF) NT$320
為了配合你的情緒,我總是苛刻的對
待自己: 不敢表達意見、總是在吃虧?
為什麼有人可以厚臉皮不顧別人,我
卻總是讓自己吃虧?因為,你忘了怎
麼對自己好一點./積田美也子作; 李
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8-49-0 (EPUB) NT$320
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/張文亮著 .-- 新
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774-3 (EPUB)
孩子們,玩創作!: 孩子是天生的藝術
家,隨時隨地啟動創造力/洪淑青
(Selena Hung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792-5 (PDF) NT$380
柚子醫師雞婆診療室: 兩代育兒Ｘ親
子教養,44 則診間記事/陳木榮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36-6
(EPUB) NT$350
為未來而教: 葉丙成的 BTS 教育新思
維/葉丙成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828-1 (PDF) NT$350
衍生性金融商品/謝劍平著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484-8 (PDF) NT$500
為自己而寫: 改變人生的簡單寫作技
巧/田中泰延作; 鄭曉蘭譯 .-- 初版 .--

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0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314-95-4 (EPUB)
NT$225
哈佛教會我的社會生存力: 有些人只
能考高分,有些人蛻變為成功的人.考
進哈佛的日本女生,如何觀察、跟上、
然後超前那些優秀同儕?/廣津留菫
著; 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是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55-1 (PDF) NT$340
哈佛教會我的社會生存力: 有些人只
能考高分,有些人蛻變為成功的人.考
進哈佛的日本女生,如何觀察、跟上、
然後超前那些優秀同儕?/廣津留菫
著; 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是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56-8 (EPUB) NT$340
故事力: 打造動人表達力的 15 堂課/
余懷瑾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1 .-- 68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584-6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299 .-- ISBN 978-957-13-8585-3 (線
上有聲書(WAV)) NT$299
故事說演/周家穎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華格那企業, 11003 .-- 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41-8 (平裝)
NT$100
赴宴者/嚴歌苓著; 郭強生譯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15-0 (EPUB)
待宵花: 阿祿叔的八二三/王瓊玲著 .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104-4 (EPUB)
流浪巢間帶/徐禎苓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625-6 (PDF) NT$380

尚鳴, 王玫, 黃菲菲, 林健群, 劉亦欣,
姚振黎, 王怡云, 羅珮瑄作; 毛嘉莉主
編 .-- 新北市 : 致理科大, 11001 .-- 19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332-95 (平裝)
看動畫學 REITs(不動產證券化)/倪仁
禧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
財稅基金會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98433-7-9
(EPUB)
NT$300
風 景 / 韓 秀 著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18-1 (EPUB)
南渡北歸/岳南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13-8543-3 (全套:平裝) NT$2400
厚黑奸雄曹操/齊山峰著 .-- 第 1 版 .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002 .-- 5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-760-6 (平
裝) NT$399
珍愛卡= Cherish cards/陳盈君作 .-- 二
版 二 刷 .-- 臺 中 市 : 左 西 心 創 藝 ,
11003 .-- 64 面; 1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472-5-2 (平裝)
俏媽咪潔思米的烘焙手作優雅下午
茶/潔思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6-571-8 (EPUB)
面對乳癌,你不孤單: 抗癌鬥士米娜
的 11 堂課/米娜(潘怡伶)作.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1 .-- 約 119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52-5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49 .-- ISBN
978-957-13-8553-2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249

流浪巢間帶/徐禎苓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13-8626-3
(EPUB)
NT$380

指 彈 吉 他 訓 練 大 全 = Complete
fingerstyle guitar training/盧家宏編著 .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麥書國際文化,
11001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29-1-9 (平裝)

紅紗燈 / 琦君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08-2 (EPUB)

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/薩孟武著 .-- 臺
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099-3 (EPUB)

美容職業安全與衛生/吳燕綢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1 .-- 2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028 (平裝) NT$455

科學玩具自造王. 2, 動手做大百科/
金克杰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29-8 (PDF) NT$399

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學創新、跨域
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. 2020/鄭淑玲,
陳汝珊, 吳米淑, 莫康笙, 謝松益, 劉

科學玩具自造王: 20 種培養創造力、
思考力與設計力的超有趣玩具自製
提案/金克杰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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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13-7 (PDF) NT$399

110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374-72-2 (平裝) NT$150

* 建 築 視 窗 = Window of architecture
Vol.30 2021/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
發商業同業公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立詰企業, 11001 .-- 96 面; 26X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697-5-2 (平裝)
NT$250

高二翻譯與寫作句型訓練手冊=
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
composition/張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張維英文, 11001 .-- 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374-71-5 (第 2 冊:
平裝) NT$150

亮點小嬰熊/周凱翎, 江泳緹, 曾伯英,
邱 芷 芸 編 輯 .-- 彰 化 市 : 彰 縣 府 ,
11002 .-- 3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3-95-7 (平裝)

孫子兵法三十六計: 商戰奇謀妙計.
II/羅策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
出版, 110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761-3 (平裝) NT$380

家有學前兒: 建立我能感,走過叛逆
期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80-9 (EPUB) NT$165

洪蘭老師開書單. 1, 良書相伴,快樂成
長: 親子、師生共讀,開啟深度對話
的 48 本閱讀提案/洪蘭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67-3 (EPUB)
NT$300

真心真亦: 林真亦數位寫真=
Sincerely Yuna: digital photo book/林真
亦作; 黃天仁攝影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371-0 (PDF)

家有學前兒: 教出 EQ 好寶寶/親子天
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58-8 (EPUB) NT$165

洪蘭老師開書單. 2, 悅閱人生: 44 本
好書,分享教育趨勢、大腦科學、內
省心靈與多元視野/洪蘭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68-0 (EPUB)
NT$300

倔匠人: 昔人.習人.惜人/輔仁大學教
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學
生,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班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大領導與科技發
展學程, 11001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88430-1-1 ( 平 裝 )
NT$300

高一文法俱樂部: 關係詞= Grammar
club: relative pronouns/張維總編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張維英文, 11001 .-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7467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120

家有學前兒 友善醫療孩⼦不怕看醫

高一初級翻譯句型、文法與作文範
文訓練手冊: SLI 專用= Basic sentence
patterns and grammar translation and
model essays training/張維總編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張維英文, 11001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7470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150

家有學前兒: 一次打擊 換季過敏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78-6 (EPUB) NT$165

高一初級翻譯句型與作文範文訓練
手 冊 =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for
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/張
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張維英
文, 11001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374-68-5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150
高 二文 法俱 樂部 動名 詞= Grammar
club: gerund/張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張維英文, 11001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374-69-2 (平裝)
NT$150
高二高級作文範文訓練手冊=
Advanced model essays training/張維總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張維英文,

⽣. 上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96-0 (EPUB) NT$165

家有學前兒: 父母常弄錯的健康迷思
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887-8 (EPUB) NT$165
家有學前兒: 友善寶寶親子遊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57-1 (EPUB) NT$165
家有學前兒: 生活好習慣養成術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75-5 (EPUB) NT$165
家有學前兒: 好好表達情緒/親子天
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31-8 (EPUB) NT$1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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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有學前兒: 玩出英語好感度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71-7 (EPUB) NT$165
家有學前兒: 玩出聰明創意腦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59-5 (EPUB) NT$165

家有學前兒: 常見小兒病氣居家照護
法. 上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76-2 (EPUB) NT$165
家有學前兒: 跟著蒙特梭利學教養/
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881-6 (EPUB) NT$165
家長必讀: 親師合作的溝通關鍵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97-7 (EPUB) NT$120
徐玫怡的 Mother Style: Meiyi’s 育兒
手記,展現自我的媽媽風格/徐玫怡文
字.繪圖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76-5 (PDF) NT$350
時尚輕水彩/張鉯崴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3 .-- 1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9-80-9 (平裝)
NT$300
閃亮的勳章= The shiny medal of honor/
謝鴻文文; 陳瑞成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桃市文化局, 11001 .-- 48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36-6 (精裝)
NT$300
海豹部隊求生密技大全/克林.艾默森
(Clint Emerson)著; 劉名揚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本事, 110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9121-82-8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760
恩師與師恩: 令學生感念的教養策略
/溫世頌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37-2
(EPUB)
倒淌河/嚴歌苓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06-8 (EPUB)

校園裡的椰子樹/鄭清文作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16-7 (EPUB)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70-65 (平裝) NT$280

草鞋權貴/嚴歌苓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31-0 (EPUB)

教出不怕輸的小孩/親子天下編輯部
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83-0
(EPUB) NT$165

哲學很有事: 中世紀到文藝復興
/Cibala 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25-9
(EPUB)

現代不動產估價: 理論與實務/賴碧
瑩 著 .-- 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元 照 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483-1 (PDF) NT$600

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/鍾耀華
作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2-8-6 (PDF)

哲學很有事: 近代哲學. 上/Cibala 著 .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126-6 (EPUB)

修復式瑜伽,從今天開始煥然身
心!/Hot Yoga Studio LAVA 作; 呂沛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08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1-615-6 (EPUB)

哲學很有事: 近代哲學. 下/Cibala 著 .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127-3 (EPUB)

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畢
業 設 計 作 品 集 . 2021 年 = National
Cheng kung University Master of
Architecture II 2021 portfolio/國立成功
大學建築學系暨研究所 M.ArchII 總
編 輯 .-- 臺 南 市 : 成 大 建 築 系 所 ,
11002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47-7-6 (平裝)

記得這堂閱讀課: 偏鄉教師楊志朗用
閱讀翻轉孩子的人生/楊志朗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70-3
(EPUB) NT$300

唐朝的想像力/蒲實, 丘濂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03-4 (PDF)
NT$380
唐朝的想像力/蒲實, 丘濂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04-1
(EPUB)
時間的顯影: 需齋藏物: 歷代瑪瑙器=
An exhibit of moments frozen in time: a
collection by the waiting house: ancient
Chinese agate ware/潘敦(Steve Pan)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松蔭藝術, 11002 .- 28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367-8-0 (平裝)
恭賀張達禮教授九秩晉六華誕祝壽
文集暨張老師論半世紀來船舶設計
建造技術發展面面觀/王偉輝主編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林允進, 11001 .-- 56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119 (平裝)

島嶼浮世繪: 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/
蔣竹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
化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4-36-6 (EPUB) NT$480
*強い日本を、取り戻す。: 歴代最
長「安倍政権」の 7 年 8 ヶ月の政
策評価/蔡錫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翰蘆圖書, 11001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48-8-2 ( 平 裝 )
NT$780
第一次 學數位行銷就上手 :
SEOxFBxIGxYTxLINE 整 合 大 作 戰 /
蘇東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722-3 (PDF) NT$380
野力: 翻轉慣行教育!培養獨立性 X
思辨力 X 創造力/李淑菁著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13-6 (EPUB)
做人要藏心,做事要留心. 人性本詐
篇/王渡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
出版, 110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763-7 (平裝) NT$380

索 達吉堪布 加持套 書 / 索達吉堪布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0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8567-863 (全套:平裝) NT$800

梅川流域: 後壠仔地方誌/楊愉珍作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
學, 11001 .-- 2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33-1-9 (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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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770-5
(EPUB)

張文環日文小說創作集/江寶釵, 張
日郡編 .-- 臺北市 : 文水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98270-4-1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982705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
張文環研究資料補編/江寶釵, 游富
凱編 .-- 臺北市 : 文水, 11003 .-- 2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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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出好禮貌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937-0
(EPUB)
NT$165
教出情緒力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91-5
(EPUB)
NT$165
教出閱讀力(2017 暢銷增修版)/柯華
葳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25-0 (PDF) NT$280
曹老師說歷史/曹若梅作.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1 .-- 約 537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80-8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599 .-- ISBN
978-957-13-8581-5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599
教你正解!公司法體系書/齊軒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1 .-- 5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194 (平裝) NT$550
帶你長大: 讓孩子在愛和信任中成長
/李坤珊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75-8 (EPUB) NT$320
這些年我們一起「翻」的記憶: 大武
壠荖濃部落/高雄市荖濃平埔文化永
續發展協會作 .-- 高雄市 : 高市荖濃
平埔文化永續發展協會, 10912 .-- 128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26-29 (精裝) NT$350

深夜保健室/鄭家純, 深夜保健室節
目製作團隊與專家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圓神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3-754-8 (EPUB) NT$450

族語主播之眼= Speaking in our own
words/許志明主編 .-- 臺北市 : 許志明,
1100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492-1 (精裝)

教養小書包: 好好生氣/親子天下編
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08-0
(EPUB) NT$120

陳春花經營管理套書: <<管理的常識:
讓管理發揮績效的 8 個基本概念>>
<<經營的本質:回歸 4 個基本元素讓
企業持續成長>>/陳春花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15-44-7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900

情緒教育,怎麼教?家校攜手,共讀共
玩的 50+提案/<>編輯部等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05-2 (PDF)
NT$350

教養小書包: 改正壞脾氣,提升情緒
表達力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910-3
(EPUB)
NT$120

國際華語特會. 二 0 二一年: 召會作
為基督的身體內在並生機的建造綱
要附經文/水流職事站編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2 .- 2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472-9 (平裝)

教養小書包: 找到孩子的天賦才能/
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923-3 (EPUB) NT$120

設計思考: 從教育開始的破框思維
/<>編輯部,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, 台灣
Design For Change 團隊作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42-7 (PDF)
NT$399

教養小書包: 青春期教養 SOS/親子天
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99-1 (EPUB) NT$120

教室裡的阿德勒: 人生三角柱裡的處
世智慧/溫美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19-9 (PDF) NT$300

培養 Super 小讀者: 引導孩子讀懂文
章,優遊書海樂無窮!/柯華葳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35-9
(EPUB) NT$250

理財教育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63-2
(EPUB)
NT$165

教養小書包: 10 招找回專注力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11-0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挫折抵抗力 10 堂課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19-6 (EPUB) NT$120

細軟/馬翊航作; 李英立朗讀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2 .-- 約 48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574-7 (線上有
聲書(WAV)) NT$280

教養小書包: 10 招培養愛書小孩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15-8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教出好禮貌實用 10 招/
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907-3 (EPUB) NT$120

從現在開始,帶孩子遠離過敏: 從預
防、控制到治療,黃瑽寧醫師給父母
的安心提案/黃瑽寧著; 王佩娟繪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79-6
(EPUB) NT$350

教養小書包: 10 招與青少年溝通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20-2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培養自立負責的孩子/
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922-6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幼小銜接關鍵準備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13-4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培養自律 10 關鍵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62-5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正念教養 15 招/親子天
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09-7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培養自信表達力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98-4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生活裡的理財課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72-4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睡出學習力/親子天下
編 輯 部 作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86-1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用愛管教,有效獎懲 6 原
則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914-1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數位管教 10 原則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68-7 (EPUB) NT$120

基隆吐露= Keelung loop/阮璽作 .-- 新
北市 : 攝影家, 11001 .-- 9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328-46-2 (平裝)
NT$600
理想的簡單生活套書/多明妮克.洛羅
(Dominique Loreau)著; 張之簡, 李虹
慧, 朱心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
果出版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8567-85-6 (全套:平裝) NT$730
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. 七编/刘锦玲
等著; 何光泸, 高师宁主编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8-381-3 (全套:精裝)
NT$2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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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養小書包: 孩子寫功課,爸媽不抓
狂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70-0 (EPUB) NT$120

教養小書包: 學會時間管理. 上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12-7 (EPUB) NT$120

華人育兒百科/長庚兒科精英醫療團
隊, 周育如合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783-3 (EPUB) NT$699

教養小書包: 學會時間管理. 下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18-9 (EPUB) NT$120

提升專注力 30 個觀念建立/親子天下
編 輯 部 作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01-1 (EPUB) NT$165

開始你的新生命/國際學園傳道會編
輯部作.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
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69-4-7 (EPUB)
NT$35

培 養口語表 達力 / 親子天下編輯部
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66-3
(EPUB) NT$165

提升專注力 打造專心家庭/親子天下
編 輯 部 作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00-4 (EPUB) NT$165

黃阿瑪的後宮生活: 等我回家的你
(簡體字版)/志铭与狸猫著 .-- 新北市 :
大眾國際書局, 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01-991-6 (平裝)

教養不必惱,自然就好: 只求全心陪
伴,不必當完美父母/洪蘭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15-1 (PDF)
NT$320

提升專注力 建立愛學習教室/親子天
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95-3 (EPUB) NT$165

給孩子太多並不等於愛(彩色版)/丁
滿編著 .-- 新北市 : 培育文化, 110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2-5-5
(PDF)

提升專注力 動得夠才靜得下/親子天
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40-0 (EPUB) NT$165

給孩子的時間管理學/親子天下編輯
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26-4
(EPUB) NT$165

傑出大陸台商獎專輯. 第八屆=
Outstanding awards/潘金英總編輯 .-臺北市 :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基金
會, 11002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49-0-9 (平裝) NT$1000

絕美海中浮游生物圖鑑: 254 種浮游
生物的真實姿態全收錄/若林香織,
田中祐志著; 阿部秀樹攝影; 劉宸瑀,
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1-602-6 (EPUB)

培養生活力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61-8
(EPUB)
NT$165
這樣因材施教,就對了!: 認識 9 大氣
質,揭開孩子的天賦密碼/張黛眉著;
薛慧瑩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63-5 (EPUB) NT$280
野餐= Picnic/吳美琪[作]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朋丁 pon ding, 11004 .-- 72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28-2-0 (精
裝)
晨興聖言: 召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內在
並生機的建造/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
房編輯部編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2 .-- 9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476-7 (平裝)
從舊約詩歌書看聖民的經歷/李常受
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
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
書房, 110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166-471-2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166-477-4 (下冊:平裝)
*連鎖業開店複製流程/趙永光, 陳立
國編著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
企管, 11002 .-- 3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9-096-2 (平裝) NT$450
晨讀 10 分鐘(經典修訂版): 快樂閱讀、
增進學習的 78 種高效策略/南美英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30-4 (PDF) NT$330

棋如人生: 對弈人生必備的八項能力
/周俊勳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1 .-- 約 9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590-7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299 .-- ISBN 978-957-13-8591-4 (線
上有聲書(WAV)) NT$299
報告!這裡沒有校長室: 印度河濱學
校的七堂課,化知道為做到的熱血教
育/許芯瑋, 上官良治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44-1
(EPUB)
NT$320
報告!這裡沒有校長室: 印度河濱學
校的六堂課,化知道為做到的熱血教
育/許芯瑋, 上官良治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766-6
(EPUB)
NT$280
結果,立刻去做的人得到一切!. 行動
力筆記版/藤由達藏作; 邱心柔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582-3 (EPUB)
NT$280
開始你的新生命/國際學園傳道會編
輯部作.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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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69-3-0 (PDF)
NT$35

換個說法,就能改變對方的想法/王照
著 .-- 第 2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759-0 (平裝) NT$380
傍晚五點十五分/夏夏作; 孫德萍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2 .-- 約
21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576-1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30
掌握 0-6 歲 27 個關鍵第一次: 輕鬆理
解寶寶的身體、情緒與認知發展/陳
珮雯ㄝ, 李宜蓁, 張瀞文等親子天下
編輯部著; 陳怡今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771-0
(EPUB)
NT$300
無量義經: 宣說無上的法門/聖嚴法
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9312 .-- 約 51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98-894-4 (全套 10CD:有聲書光
碟片) NT$900
無量壽經: 窮盡法海的奧義/聖嚴法
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9309 .-- 約 16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98-889-0 (全套 3CD:有聲書光碟
片) NT$300

ISBN
978-957-503-921-9
NT$120

虛實之境: 當「文學」遇見「數位」:
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通過之「文學
與 人生」教 學成果報 告書 / 王幸華
著 .-- 臺中市 : 智翔文化, 11001 .-- 299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63-09 (平裝)

*慈心海福聚: 共集「心」福氣/香光
尼僧團人文志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伽耶山基金會, 11001 .-- 96 面;
15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94-30 (平裝)

超實用貓咪心理學: 健康 X 習性 X 日
常照顧的貓奴必修課/藤田和生,
CAMP-NYAN 監修; 何姵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08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16-3
(EPUB)
普賢菩薩行願讚: 證入法界的萬行/
聖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
鼓文化, 9402 .-- 約 26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896-8 (全套 5CD:有
聲書光碟片) NT$500
發燒免驚!搞懂流感、腸病毒，小兒
生病不心慌/黃瑽寧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799-4
(EPUB)
NT$400
循環台灣/黃育徵, 陳惠琳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652-2 (PDF)
NT$430
華嚴經淨行品: 覺照清靜的提昇/聖
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
文化, 9404 .-- 約 223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898-2 (全套 5CD:有
聲書光碟片) NT$500
愛,無國界: 台灣孩子.荷蘭父母的收
養故事/王美恩(Neien Wang)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34-2
(EPUB) NT$320
新手父母實戰: 0 歲開始,親子共讀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24-0 (EPUB) NT$120
新手父母實戰: 第一次出遊準備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67-0 (EPUB) NT$120
新手父母實戰: 幫寶寶洗澡 第一次
就上手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

(EPUB)

新 光三 越國際 攝影 聯展系列 活動 .
2021=
Shin
Kong
Mitsukoshi
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
events/陳妍妙, 黃文鵬, 趙旭華, 許立
瑀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光
三 越 文 教 基 金 會 , 11002 .-- 64 面 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3424-60 (平裝) NT$500
過年誌/劉玟苓, 魏佑竹, 林韋聿, 何昱
泓, 何澤欣, 陳冠帆, 張絡迪, 葉家瑜,
王麗怡文字; 劉玟苓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就曰設計, 11001 .-- 37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6-0-0 (平裝)
NT$999
搞定青少年 青春期父母預備/親子天
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92-2 (EPUB) NT$165
搞定婚姻,教養加分/親子天下編輯部
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85-4
(EPUB) NT$165
愛的教養讀心術: 20 個圖畫心理測驗
遊戲,探索孩子的真實內在/邱寶慧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43-4 (EPUB) NT$320
溫美玉備課趴: 情緒表達與寫作的雙
卡教學實錄/溫美玉, 彭遠芬, 段淑如,
李佳茵, 李郁璇, 林怡君, 徐培芳, 楊
沛綸, 魏瑛娟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04-5 (EPUB) 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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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596-9 (EPUB) NT$5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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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599-0 (PDF) NT$5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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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約鑑別學導論: 方法論與應用指南
/ 曾思瀚著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777-4 (EPUB)
*道教眾仙傳/林東瑨編著 .-- 再版 .-彰化縣 : 逸群圖書, 10912 .-- 冊 .-ISBN 978-957-8580-30-5 (全套:平裝)
NT$600
過敏解方全書: 你一直忍受的不適,
其實是過敏.世界過敏組織指定、首
爾九大權威醫生告訴你,如何預防與
擺脫./趙相憲等九人著; 林育帆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53-7
(PDF) NT$360
過敏解方全書: 你一直忍受的不適,
其實是過敏.世界過敏組織指定、首
爾九大權威醫生告訴你,如何預防與
擺脫./趙相憲等九人著; 林育帆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54-4
(EPUB) NT$360
跟著王宏哲,早期教育 SO EASY: 0-3
歲 Baby 聰明帶的 84 個技巧/王宏哲
著; 王佩娟, 陳怡今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788-8
(EPUB)
NT$400
跟著課本去旅行: 給父母的校外教學
提案/林韋萱等親子天下編輯部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78-9
(PDF) NT$350
慈雲懺主淨土文: 志心信樂的大願/
聖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
鼓文化, 9405 .-- 約 115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899-9 (全套 3CD:有
聲書光碟片) NT$300
聖經和合本: 皮面索引(棕)(中英對
照)=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
version/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聖經資源
中心, 11003 .-- 29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008-7-4 (精裝)
準媽媽心靈解憂書: 備孕、待產到育
嬰,來自孕產醫師的 70 個減壓處方/
亞歷山德拉.沙克斯(Alexandra Sacks,
M.D.), 凱 瑟 琳 . 波 恩 朵 夫 (Catherine
Birndorf, M.D.); 張怡沁譯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38-0 (EPUB)
NT$400

電影拼圖= Film Puzzle/孫志騰(Chris
Mo Sun)文字; 王宥媗(Morris Wang)繪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狂熱球資訊,
11004 .-- 260 面; 15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60-0-2 (精裝) NT$1680

綠色桃園. 2020 年度: 響應低碳城市
共享綠色生活= Green Taoyuan/呂理
德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市環保局,
10912 .-- 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3-34-2 (平裝)

電影裡的追夢人生: 62 部電影,滋養
孩 子的熱情 、冒險與 勇氣 / 李偉文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01-4 (EPUB) NT$320

福音的大能: 與斯托得一起讀羅馬書
/ 斯 托 得 (John Stott), 藍 戴 樂 (Dale
Larsen), 藍姍蒂(Sandy Larsen)著; 陳思
韞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772-9
(EPUB) NT$245

電影裡的愛情學分: 51 部電影,陪孩
子談情說愛/李偉文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00-7
(EPUB)
NT$360
遊戲式學習: 啟動自學 X 喜樂協作,
一起玩中學!/侯惠澤作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06-9 (EPUB)
NT$300
感謝折磨你的人. 戰勝逆境篇/凌越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762-0 (平裝) NT$380
愛還是錯愛: 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
思辨/顏擇雅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785-7 (EPUB) NT$320
解鎖無齡/陳亮恭作 .-- 臺北市 : 天下
生活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01-0-9 (EPUB)
意識航行之道: 內在旅程的百科全書
/史坦尼斯拉弗.葛羅夫(Stanislav Grof)
著; 林瑞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生
命潛能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99716-6-9 (第 3 冊:平裝) NT$380 .- ISBN 978-986-99716-7-6 (第 4 冊:平
裝) NT$360
意識航行之道: 內在旅程的百科全書.
下部/史坦尼斯拉弗.葛羅夫(Stanislav
Grof)著; 林瑞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生命潛能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9716-8-3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740
與世界一流接軌!經理人必讀的經典.
管理篇/齊立文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1 .-- 約 165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578-5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299 .-- ISBN 978-957-138579-2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299

漸凍人生又怎樣?: 我胡庭碩,自己的
人生自己扛!/胡庭碩故事; 李翠卿書
寫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69-7 (EPUB) NT$280
鳳梨的滋味= The taste of pineapple/李
劍華文; 謝欽郎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桃市文化局, 11001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3-35-9 ( 精 裝 )
NT$300

作; 溫澤元, 林怡婷, 陳思穎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09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23-2 (PDF)
NT$400
銘傳大學 2021「後疫情 X 新設計」
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= Ming Chuan
University
2021
International
Symposium on ''New Desig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'/林文苑總編輯 .-- 桃園
市 : 銘傳大學都防系, 11003 .-- 793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84-23-5 (平
裝) NT$200
圖像式發音拼讀練習本. 2/白佩玉
作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
11002 .-- 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10-1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180
實踐設計學報 Praxes. 第十四期/丑宛
茹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學設計
學院, 10911 .-- 3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29-402-0 (平裝)

監控資本主義時代/肖莎娜.祖博夫
(Shoshana Zuboff)作; 溫澤元, 林怡婷,
陳思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09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620-1 (EPUB) NT$1000

銀髮族運動治療專題研究 /林立君,
鄭妃真, 林亭妤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霧峰向日葵家園, 11001 .-- 3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75-9-9 (平裝)
NT$500

監控資本主義時代/肖莎娜.祖博夫
(Shoshana Zuboff)作; 溫澤元, 林怡婷,
陳思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09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624-9 (PDF) NT$1000

維摩經生活: 定位人生的南針/聖嚴
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
化, 9112 .-- 約 56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8-890-6 (全套 12CD:有聲書
光碟片) NT$1000

監控資本主義時代. 上卷, 基礎與演
進/肖莎娜.祖博夫(Shoshana Zuboff)作;
溫澤元, 林怡婷, 陳思穎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09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17-1 (EPUB)
NT$600

輕鬆讀客語. 世界民間故事篇=
Reading Hakka made easy. world
folktales in Hakka/黃瑞循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陸書店, 11002 .-- 21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061-829 (平裝)

監控資本主義時代. 上卷, 基礎與演
進/肖莎娜.祖博夫(Shoshana Zuboff)作;
溫澤元, 林怡婷, 陳思穎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09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19-5 (PDF)
NT$600

實驗教育選校指南(北部地區)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90-8 (EPUB) NT$199

監控資本主義時代. 下卷, 機器控制
力量/肖莎娜.祖博夫(Shoshana Zuboff)
作; 溫澤元, 林怡婷, 陳思穎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09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18-8
(EPUB) NT$400
監控資本主義時代. 下卷, 機器控制
力量/肖莎娜.祖博夫(Shoshana Zubof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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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農村發展觀察年報/林慧如, 黃
仁志, 郭甄涵, 吳正甯執行編輯 .-- 臺
北市 : 農村發展基金會, 11001 .-- 215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659-88 (平裝)
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十九編/
吳重義著等著; 杜潔祥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18-472-8 (全套:
精裝) NT$60000

熱血無敵/朱學恒作 .-- 臺北市 : 蓋亞
文化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9-536-8 (EPUB)
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國立臺灣史前
文化博物館南科館整體計畫執行情
形/審計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審計
部, 11001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4-86-9 (平裝) NT$100
稻草人的微笑/三毛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663-1 (PDF) NT$380
請問長庚醫生: 好吃好睡好健康,嬰
幼兒關鍵照護 100+/林口長庚醫院兒
童醫學中心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07-6 (EPUB) NT$300
請問長庚醫生: 長高成熟轉大人,青
春期重點守護 100+/林口長庚醫院兒
童醫學中心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09-0 (EPUB) NT$300
請問長庚醫生: 頭好體壯愛學習,學
齡兒身心教養 100+/林口長庚醫院兒
童醫學中心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808-3 (EPUB) 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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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314-94-7 (EPUB)
NT$360
億萬商機人造肉: 從培養皿到餐桌,
席捲全球的未來飲食新革命!/蔡斯.
帕迪(Chase Purdy)著; 曾倚華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07-7 (PDF)
蓬鬆又可愛 角落小夥伴羊毛氈.
PART 1, 白熊.裹布.企鵝?/San-X 株式
會社作; 林佩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3 .-- 5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252-7 (平裝)
蓬鬆又可愛 角落小夥伴羊毛氈.
PART 2 , 蜥蜴.炸豬排.貓/San-X 株式
會社作; 林佩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3 .-- 5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253-4 (平裝)
樂翻天: 陳定鴻當代雕塑個展/陳定
宏作 .-- 臺中市 :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,
11001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04-4-7 (平裝)

閱讀,動起來. 4, 閱讀策略,可以輕鬆
玩: 臺北 VS.香港 一課兩教/柯華葳指
導; 林玟伶, 葉煥婷教學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761-1
(EPUB)
NT$699
閱讀蔣勳.美的佈道者/李筱筠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09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43-7
(EPUB) NT$230
親⼦玩中學.52 個週休提案: 中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74-8 (EPUB) NT$165
親⼦玩中學.52 個週休提案: 北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73-1 (EPUB) NT$165
學‧思‧達 張輝誠的翻轉實踐/張輝
誠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87-1 (EPUB) NT$320
學佛五講/聖嚴法師編寫綱目; 常延
法師(林孟穎)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法鼓文化, 9612 .-- 約 1147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03-3 (全套
24CD:有聲書光碟片) NT$1200
學前兒童數學能力測驗: 指導手冊/
林月仙編製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
1100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1-946-1 (平裝) NT$600
學前兒童數學能力測驗: 圖冊/林月
仙編製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
1100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1-948-5 (平裝) NT$1000

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
Tourism 2020/朱心怡主編 .-- 高雄市 :
高雄餐旅大學, 11001 .-- 2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592-9-2 (平裝)
賴馬家的 52 週生活週記簿/賴馬, 賴
曉妍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96-3 (EPUB) NT$380
學習,動起來. 1, 英國: 創造力的學習/
陳雅慧文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764-2 (EPUB) NT$699
學習,動起來. 2, 上海: 思考、提問、
表達的學習/許芳菊文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765-9
(EPUB)
NT$699
學習實戰: 多運動,擊退學習無力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17-2 (EPUB) NT$120
積善: 轉化自我、財富、家庭、緣分
的不可思議力量/許峰源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5-585-4 (EPUB)
駱 駝 . 獅子 . 小 孩 / 肯尼 斯. 霍 布尼 克
(Kenneth Wapnick)著; 林妍蓁, 若水
譯 .-- 臺中市 : 奇蹟課程.奇蹟資訊中
心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554-6-4 (EPUB) NT$168
應用統計學/徐銘傑, 張子傑編著 .-第 21 版 .-- 臺北市 : 北一補習班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3296-82 (上冊:平裝) NT$500 .-- ISBN 978986-93296-9-9 (下冊:平裝) NT$500

學前兒童數學能力測驗: 題本/林月
仙編製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
11002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1-947-8 (平裝) NT$800

謝主聾恩: 台灣聽障宣教百年歷史的
追尋與展望/陳育麟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臺灣手語雙福關懷協會,
11003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0438-4-7 (平裝) NT$300

親師 SOS2: 交心: 啟動孩子的內在動
機/蘇明進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797-0 (EPUB) NT$350

謊言; 那些美好的人啊/金琸桓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08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605-8
(PDF) NT$760

餐 桌上的食 育課 / 親子天下編輯部
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69-4
(EPUB) NT$165

謊言; 那些美好的人啊/金琸桓著; 胡
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08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606-5 (EPUB) NT$760

餐 旅 文 學 獎 作 品 選 輯 . 2020=
Hospitality Literature Award National

聰明教養 9 種氣質小孩. 上/親子天下
編 輯 部 作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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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79-3 (EPUB) NT$165
戴旖旎聲樂獨唱會: 馬勒藝術歌曲之
夜 無止境的幸褔/戴旖旎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斐亞文化藝術, 11001 .-181 面 ; 28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433-1-4 (平裝) NT$500
燭學美的美一課/陳婉甄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陳婉甄, 11003 .-- 26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447 (精裝)

藝術概論有聲書/蔣勳主講 .-- 1 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9001 .-- 126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53-7 (全套
12CD:有聲書光碟片) NT$3200
懷璞琴譜. 卷一/劉育瑄編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劉育瑄, 11001 .-- 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543-0 (平裝)
NT$200
寶寶生活: 好好交朋友/親子天下編
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05-9
(EPUB) NT$120

聽寶寶說話: 幫助 0-6 歲幼兒建構一
顆好用的腦袋!/周育如作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94-9 (EPUB)
NT$320
讓那個討厭的自己消失吧: 如何運用
自我催眠改變自己/梅爾文.包沃斯
(Melvin Powers) 作; 倪振豪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76-2-3 (PDF)
NT$300

寶寶生活: 好好吃飯/親子天下編輯
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89-2
(EPUB) NT$120

觀世音菩薩普門品: 點燃慈悲的溫度
/聖嚴法師主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
鼓文化, 9111 .-- 約 153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901-9 (全套 3CD:有
聲書光碟片) NT$300

寶寶生活: 好好睡覺/親子天下編輯
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60-1
(EPUB) NT$120

觀音法門/聖嚴法師導讀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0811 .-- 約 713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07-1
(有聲書記憶卡) NT$790

斷捨離,父母該知道的放手教養學/親
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884-7 (EPUB) NT$165

寶寶生活: 開發五感的 10 堂才藝課.
上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902-8 (EPUB) NT$120

薩提爾縱深對話/學思達團隊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853-3
(EPUB) NT$380

寶寶生活: 開發五感的 10 堂才藝課.
下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03-903-5 (EPUB) NT$120

閱讀,動起來. 3, 回到閱讀核心,提升
思考力/<<親子天下>>編輯部, 李佩
芬策劃.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
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760-4 (EPUB) NT$699

翻轉教育 2.0: 從美國到臺灣動手做,
開啟真學習/何琦瑜, 賓靜蓀, 陳雅慧,
林韋萱, 張益勤, 王韻齡合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81-9
(EPUB) NT$999

寶寶生活: 遊戲開發五感能力/親子
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16-5 (EPUB) NT$120

藍月升起: 送你 18 個快樂處方/陳創
農作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56-2 (EPUB)
NT$290
職事文摘. 第五卷第六期/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1 .-- 1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470-5 (平
裝)

繪本大變身!: 152 個情境遊戲玩出大
能力/袁巧玲著; nicaslife 圖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798-7 (EPUB)
NT$380
願世間美好與你環環相扣: 23 個正念
祕訣,讓你在生活中保持快樂和溫暖/
徐多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610-2 (PDF) NT$350
願世間美好與你環環相扣: 23 個正念
祕訣,讓你在生活中保持快樂和溫暖/
徐多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611-9 (EPUB) NT$350

魔法寶典系列/雷蒙德.巴克蘭
(Raymond Buckland), 史考特.康寧罕
(Scott Cunningham) 著 ; Sada, 雅 佳 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01-559 (全套:平裝) NT$830

關心茶: 中國哲學的心/吳怡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9-3252-1 (EPUB)
中國哲學史話/張起鈞, 吳怡著 .-- 臺
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076-4 (EPUB)
墨翟先生,請留步!/李賢中著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41-9
*人生兩好球三壞球: 翻轉機會/命運,
做自己的英雄/林繼生著 .-- 臺北市 :
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082-5 (EPUB)

魔術方塊破解秘笈(入門革新版)/陸
嘉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017-6 (PDF)

硬美學: 從柏拉圖到古德曼的七種不
流行讀法/劉亞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40-2 (EPUB)

聽出英語力/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503-894-6
(EPUB)
NT$165

佛藏經講義. 第九輯/平實導師述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, 110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58-2-9 (PDF)

讀論語,做一個沒有敵人的人/梁冬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69-4-0
(PDF) NT$4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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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於委身: 走進職場神學的世界/白
崇亮著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09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769-9
(EPUB)

中國星占揭秘/陳久金著 .-- 臺北市 :
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080-1 (EPUB)

宮廷鬪爭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68-5 (EPUB)

一草一天堂: 英格蘭原野的自然觀察
/約翰.路易斯-斯坦伯爾(John LewisStempel)著; 羅亞琪譯 .-- 臺北市 : 三
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4-7087-0 (EPUB)

黃老之治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56-2 (EPUB)

一級睡眠術: 睡眠權威親自傳授的好
眠祕訣/江秉穎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078-8 (EPUB)

開疆拓土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67-8 (EPUB)
萬里誅殺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54-8 (EPUB)

中高齡不可忽視的身體警訊/李龍騰
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081-8 (EPUB)

楚漢相爭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52-4 (EPUB)

瘟疫有藍天: 從公共衛生史與聖經談
起/張文亮著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
109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778-1 (EPUB)

*三國人物與故事/倪世槐著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085-6 (EPUB)

胃弱使用說明書: 解除消化不良、胃
食道逆流、胸悶、壓力型胃痛,日本
名醫認證的顧胃指南/池谷敏郎著;
涂紋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際, 109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001-5 (PDF)
花魁 VTuber 由宇霧 學校不教的性教
育/由宇霧著; 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販, 109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1-617-0 (EPUB)
*人生下半場的幸福劇本/王乾任著 .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083-2 (EPUB)
*人生中場拉警報!: 財富、健康、人
際關係一網打盡,遠離老後貧窮的惡
夢 / 王 乾 任 著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084-9 (EPUB)
王莽篡奪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58-6 (EPUB)
匈奴崛起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55-5 (EPUB)
吞併六國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53-1 (EPUB)
昏君輩出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09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8957-9 (EPUB)

*大業風雲: 隋唐之際的英雄們/徐連
達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086-3 (EPUB)
怎麼就到了突尼西亞: 發現 10337 公
里外的奇幻國度/徐峰堯著 .-- 臺北
市 : 三民, 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074-0 (PDF)
7 歲那年,我失去了手和腳: 微笑天使
郭韋齊的齊跡人生/王淑俐執筆; 程
懿貞口述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079-5
(EPUB)
我啊,走自己的路/若竹千佐子著; 林
佩瑾譯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49-4
(EPUB)
那年初一/逯耀東著 .-- 臺北市 : 東大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93254-5 (EPUB)
*天馬集/蘇雪林著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077-1 (EPUB)
* 一 九 八 四 / 喬 治 . 歐 威 爾 (George
Orwell)著; 劉紹銘譯 .-- 臺北市 : 東大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93250-7 (EPUB)
A microscopic analysis on how the
traditional music is adapted to the
contemporary world- chinese opera
music and court music= 傳統音樂的當
代微觀: 戲曲和宮廷音樂/馬銘輝文 .161

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, 11001 .-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11-6 (平裝) NT$250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