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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書分類目錄
總類
特藏
蔣中正的婚姻記愛 / 陳立文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4 .-- 300
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 193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35-7 (平裝)
NT$360
1.蔣中正 2.婚姻 3.傳記 005.32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2) = Daily records
of Chiang Ching-kuo,1972 /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58) .-- ISBN 978-986-5578-11-4 (平
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3) = Daily records
of Chiang Ching-kuo,1973 /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219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59) .-- ISBN 978-986-5578-12-1 (平
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4) = Daily records
of Chiang Ching-kuo,1974 /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278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60) .-- ISBN 978-986-5578-13-8 (平
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5-1976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1975-1976
/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38 面; 21 公分 .- (民國日記 ; 61) .-- ISBN 978-9865578-14-5 (平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7) = Daily records
of Chiang Ching-kuo,1977 /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242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
記 ; 62) .-- ISBN 978-986-5578-15-2 (平
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8) = Daily records
of Chiang Ching-kuo,1978 /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63) .-- ISBN 978-986-5578-16-9 (平
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
目錄學；文獻學
金榮華教授著作分類目錄及檢索 /
陳麗娜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
學中國文學系, 11004 .-- 1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80-4 (平裝)
NT$280
1.金榮華 2.個人著述目錄 017.33
原來讀書可以這樣做. 2, 108 課綱篇 /
劉駿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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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全腦學習 ; 32) .-ISBN 978-986-5482-40-4 ( 平 裝 )
NT$380
1.讀書法 2.學習方法 019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
世界趣聞真奇妙 / 孤獨星球(Lonely
Planet kids)著 ; 賴汶姍譯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 208 面; 31 公分 .-- (IQUP ; 26) .-ISBN 978-986-5582-53-1 ( 精 裝 )
NT$59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 01, 狗,
嗅覺靈敏的隊長 / 諾皮農皮著 ; 徐江
玉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
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006 .-- 32 面; 19 公分 .-- (兒童自然
小百科繪本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6419-0-5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夜遊大自然 / YOYO studio 作.插畫 ;
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 面; 23X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8-78-2 (活頁裝)
NT$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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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

047

飛機小百科 / 陳瑩榛文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23-98-5 (精裝)
NT$18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國旗小百科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文 .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44 面; 17X17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2397-8 (精裝) NT$18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霸王甲蟲小百科 / 黃仕傑文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23-99-2
(精裝) NT$18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漫畫大英百科. 科技. 10 : NASA 與航
太科技 / BomBom Story 文 ; 金德永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4 面; 25 公分 .- (漫畫大英百科系列 ; 55) .-- ISBN
978-957-658-529-6 (精裝) NT$4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3.漫畫
049.41
漫畫大英百科. 科技. 9 : 智駕車 /
BomBom Story 文 ; 李泰榮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64 面; 25 公分 .-- (漫畫
大英百科系列 ; 54) .-- ISBN 978-957658-531-9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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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真心英雄扶輪連結世界 : 國際扶輪
3521 地區特刊. 2019-20 年度 = Rotary
RID3521 : rotary connects the world / 馬
靜如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巔峰潛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183-1-0 (精裝)
1.國際扶輪社 2.臺灣 061.51
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年度報告書. 第 3
屆 = RID 3462 the 3rd district annual
report .-- 彰化縣彰化市 : 國際扶輪
3462 地區總監辦事處出版 : 國際扶
輪 3462 地區 2019-20 總監辦事處發

行, 11003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44-0-2 (平裝)
1.國際扶輪社 2.臺灣 061.51
臂距之外 : 行政法人博物館的觀察 /
黃心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
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57-84-4 (平
裝) NT$380
1.博物館行政 069.1

普通論叢
不凋的玫瑰 / 陳玉峯作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, 11004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山林書院叢書 ;
37) .-- ISBN 978-957-608-567-3 (平裝)
NT$350
1.言論集 078
光耀臺灣 / 林忠勝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中市 : 林忠勝, 11003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28-1 (平裝)
1.言論集 078
政治批評、哲學與文化 : 墨子刻先
生中文論文集 / 黃克武編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學
術出版部出版 :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3 .-- 48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7-189-1 ( 平 裝 )
NT$900
1.言論集 078
臺灣為何重要? : 汪浩政論集 / 汪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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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4-75-3 (平裝) NT$380
1.言論集 2.時事評論 078

蘇格拉底的哲學特快車 / 艾瑞克.韋
納(Eric Weiner)著 ; 陳芙陽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141-1 (平裝) NT$380
1.哲學 2.通俗作品 100
孟子論人之惡根 : 當代儒學詮釋所
陷之倫理學危機及其解決 / 陳士誠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97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5-1850-3 ( 平 裝 )
NT$450
1.中國哲學 2.西洋哲學 3.倫理學 4.
文集 107
哲學跨領域 : 跨領域的對話與發展 /
中國哲學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哲學會學術
集刊 ; 4) .-- ISBN 978-986-522-609-1
(平裝) NT$300
1.哲學 2.論文集 107
哲學解剖圖鑑 / 小須田健作 ; 陳聖怡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版社, 11005 .-- 16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7-672-7 (平裝) NT$350
1.哲學史 109

學術思想概論
人本主義與人文學科 / 洪鎌德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45-9 ( 平 裝 )
NT$300
1.人本主義 2.人文學 119

中國哲學
群經
讀經示要 / 熊十力著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家講
堂 ; 15) .-- ISBN 978-986-522-667-1 (平
裝) NT$620
1.六經 091.3

哲學類
總論

毓老師講<<易經>>. 卷一, 乾坤繫說
序 /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; 林世奇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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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98 面;
23 公分 .-- (奉元講義 ; 8) .-- ISBN 978986-98899-7-1 (平裝) NT$550
1.易經 2.注釋 121.1
毓老師講<<易經>>. 卷二, 屯蒙需訟 /
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; 林世奇整理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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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94 面;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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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(奉元講義 ; 8) .-- ISBN 978986-98899-8-8 (平裝) NT$350
1.易經 2.注釋 121.1
周易經傳疏解 / 戴璉璋疏解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
研究所, 11003 .-- 317 面; 21 公分 .-(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
哲專刊 ; 56) .-- ISBN 978-986-5432-843 (平裝) NT$300
1.易經 2.注釋 121.12
善本易經 .-- 臺灣六版 .-- 臺北市 : 老
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38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5954-4 (平裝) NT$350
1.易經 2.注釋 121.12
*爻 : 竞争与和谐...写给每一位朋友 /
寒亭书社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寒亭
書社, 11003 .-- 54 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
字版; 正體題名:爻: 競爭與和諧...寫
給 每 一 位 朋 友 .-- ISBN 978-98699443-7-3 (平裝) NT$100
1.易經 2.道德經 3.研究考訂 121.17
*爻 : 競爭與和諧...寫給每一位朋友 /
寒亭書社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寒亭
書社, 11003 .-- 5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43-6-6 (平裝) NT$100
1.易經 2.道德經 3.研究考訂 121.17
元代<<易>>學類型研究 / 楊自平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出
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, 11004 .-- 528
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 ;
24) .-- ISBN 978-986-350-443-6 (平裝)
NT$700
1.易學 2.研究考訂 3.元代 121.17
易經智慧掌握人生命運 / 朱殿成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益群書店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- (談天機講
座 ; 1-2) .-- ISBN 978-957-8632-71-4
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8632-721 (下冊:平裝)
1.易經 2.人生哲學 121.17
*從易經看老子道德經 / 劉君祖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6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49-76-3 ( 平 裝 )
NT$480
1.易經 2.道德經 3.研究考訂 121.17
研易阐微 : "海峡两岸国学论坛"文集
精选. 第四辑 / 王维生主编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03 .-592 面; 24 公分 .-- (筼筜书院文库) .--

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研易闡微: 海峽
兩岸國學論壇文集精選. 第四輯 .-ISBN 978-986-06030-3-3 ( 平 裝 )
NT$960
1.易經 2.易學 3.文集 121.1707
宗經與權變 : 儒家經典及思想論叢 /
鍾永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津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02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史哲大系 ; 315) .-- ISBN 978986-339-115-9 (平裝) NT$540
1.儒家 2.思想史 121.2
演化與人性 : 演化倫理學與儒家思
想的創新 / 李雅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424 面; 21 公分 .-- (哲學) .-- ISBN
978-957-14-7171-6 (平裝)
1.儒家 2.倫理學 3.人性論 121.2
知性儒家 : 儒學儒教的知識之路 / 潘
朝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
書局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48-0 (平裝)
NT$450
1.儒家 2.儒學 3.文集 121.207
龍德而隱 : 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
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展 / 徐泓, 白培
霖, 賈秉坤, 劉昊編校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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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2021.03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899-9-5 ( 平 裝 )
NT$600
1.儒學 2.文集 121.207
儒學的性格 : 論語義理論叢續編 / 戴
朝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
書局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39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49-7 (平裝)
NT$500
1.論語 2.研究考訂 121.227
論語之泰伯篇 / 癡翁編撰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借經問
心 ; 8) .-- ISBN 978-986-6574-91-7 (平
裝)
1.論語 2.研究考訂 121.228/08
孔子新傳 : 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 /
孫震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47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文 化 文 創 ;
BCC035) .-- ISBN 978-986-525-131-4
(精裝) NT$500
1.(周)孔丘 2.傳記 121.23

原本大學微言 / 南懷瑾講述 .-- 臺灣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6059-55-1 (上冊:平裝) NT$420 .-ISBN 978-986-6059-56-8 (下冊:平裝)
NT$320
1.大學(經書) 2.研究考訂 121.2517
论道老庄 : "海峡两岸国学论坛"文集
精选. 第三辑 / 王维生主编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03 .-600 面; 24 公分 .-- (筼筜书院文库) .-簡體字 版 ; 正體題 名 : 論道 老莊 .-ISBN 978-986-06030-2-6 ( 平 裝 )
NT$960
1.道家 2.老莊哲學 3.文集 121.307
莊子人性論 : 當代道家學者陳鼓應
從莊子中的心性情,剖析人生哲理 /
陳鼓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
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) .-- ISBN 978-95705-3311-8 (平裝) NT$380
1.(周)莊周 2.學術思想 3.人生哲學
121.33
名家與名學 : 先秦詭辯學派研究 / 陳
癸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
書局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3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52-7 (平裝)
NT$800
1.名家 2.詭辯學派 3.先秦哲學
121.5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2-26 (平裝) NT$480
1.瑜伽 2.印度哲學 3.靈修 137.84

西洋哲學
哲學家的愛情指南 / 黃鼎元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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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60-8 (平裝)
NT$380
1.西洋哲學 2.戀愛 3.兩性關係
140.9
沒有文化同一性 : 間距之中創造力
的哲學 / 朱利安著 ; 張君懿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04 面; 17 公分 .-(朱利安哲思集 ; 6) .-- ISBN 978-98699872-2-6 (平裝) NT$270
1.朱利安(Jullien, François) 2.學術思
想 3.哲學 146.79
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/ 尼采著 ; 文竹
譯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文創
社, 11006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37-9-1 (平裝)
1.尼采(Nietzsche, Friedrich Wilhelm,
1844-1900) 2.學術思想 3.哲學
147.66

讀通<<公孫龍子>> / 程定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程定華, 11003 .-- 139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076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3-8708-3
(精裝)
1.公孫龍子 2.注釋 121.541

善惡的彼岸 / 尼采著 ; 宇峰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 11006 .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37-8-4 (平裝)
1.尼采(Nietzsche, Friedrich Wilhelm,
1844-1900) 2.學術思想 3.哲學
147.66

*舊統開新局 : 康有為思想的立基與
演繹 / 楊濟襄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昶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5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95-08 (平裝) NT$350
1.康有為 2.學術思想 3.中國哲學
128.2

現象學及其效應 : 胡塞爾與當代德
國哲學 / 倪梁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10-7 (平裝) NT$440
1.胡塞爾(Husserl, Edmund, 1859-1938)
2.學術思想 3.現象學 147.71

東方哲學

心理學

瑜伽與愛的真相 : 引領<<博伽梵歌
>>之智融入現代生活 / 理察.福禮縵
(Richard Freeman), 瑪 麗 . 泰 樂 (Mary
Taylor)作 ; 湯乃珍, 陳薇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一葦文思, 11004 .-- 320

心理與教育統計學 : 學理與應用的
賦格曲 / 黃財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2-03-8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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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心理統計學 2.教育統計

171.8

跨感官心理學 : 解鎖行為背後的知
覺密碼,改變他人、提升表現的生活
處方箋 / 羅素.瓊斯(Russell Jones)著 ;
陳松筠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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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新商業周刊叢書 ;
BW0766) .-- ISBN 978-986-5482-96-1
(平裝) NT$380
1.生理心理學 2.感覺生理 172.1
壓力管理大腦使用手冊 : 科學鍛鍊
大腦最佳狀態,高壓下保持清晰思維
/ 朱利安.福特(Julian Ford), 喬恩.沃特
曼(Jon Wortmann)著 ; 廖亭雲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560 (平裝) NT$400
1.壓力 2.生理心理學 172.1
我們的情緒. 2, 愛生氣的莉莉 / 科奇
卡 (Kichka) 文 ; 蘇 菲 波 姆 (Sophie
Bouxom)圖 ; 王晶盈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小光點, 11005 .-- 40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7-76-2 (精裝)
1.兒童心理學 2.情緒 3.繪本 173.1
我的小確幸,不需要理由 : 八年級生
寫給八年級生的故事 / 李默突著 ; 賴
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 (issue ; 29) .-- ISBN 978-986-06174-36 (平裝) NT$340
1.青少年心理 173.2
縮頭龜的逆襲 : 當內向是種天性,做
自己就是義務 / Ton Mak 圖.文 ; 鄭煥
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20 面;
15X15 公分 .-- (Fun ; 79)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57-13-8809-0 (平裝)
NT$350
1.內向性格 2.自我肯定 3.生活指導
173.73
洞察鬼滅之刃暗藏的心理現象 / 林
萃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748 (平裝) NT$320
1.人格心理學 2.人格特質 173.75
動物們的青春 : 從動物到人類,醫師
與動物行為學家打破物種隔閡,揭開

青春期的真正意義與祕密 / 芭芭拉.
奈 特 森 赫 洛 維 茲 (Barbara NattersonHorowitz), 凱 瑟 琳 . 鮑 爾 斯 (Kathryn
Bowers)著 ; 嚴麗娟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臉譜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科普漫
遊 ; FQ1069) .-- ISBN 978-986-235-9310 (平裝) NT$450
1.動物心理學 2.青春期 174
清醒夢鍛鍊法 : 開啟你的創造力和
意識能力的強大工具,幫助你覺察自
我、克服恐懼、引發潛力 / 克莉斯
汀.拉馬克(Kristen lamarca)著 ; 劉名揚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121-87-3 (平裝) NT$380
1.夢 2.潛意識 175.1
顛峰心態 : 需求層次理論的全新演
繹,掌握自我實現的致勝關鍵 / 史考
特.巴瑞.考夫曼(Scott Barry Kaufman)
著 ; 張馨方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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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9-74-3 (平裝) NT$620
1.人本主義 2.自我實現 175.7
正念催眠呂凱文新編催眠引導詞 /
呂凱文作 .-- 嘉義縣大林鎮 : 呂凱文,
11003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17-5 (平裝)
1.催眠術 175.8
*早期課 / Jane Roberts 著 ; 陳秋萍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(賽
斯書 ; 20-) .-- ISBN 978-986-06164-3-9
(第 7 冊:精裝) NT$620
1.心靈學 175.9
從能量密室到松果體 : 修練人體空
間通道,獲得開啟宇宙智慧的鑰匙 /
謝繡竹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(Joyful life ; 13) .-- ISBN 978986-5496-02-9 (平裝) NT$320
1.超心理學 2.靈修 175.9
磨練靈魂讓夢想如魔法般實現 / 水
紀華作 ; 賴郁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Better ; 24)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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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57-741-333-8 ( 平 裝 )
NT$320
1.心靈學 2.超心理學 3.靈修 175.9
心靈測謊 : 你的心事,一分鐘也瞞不
住! / 劉惠丞, 田由申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20-5 ( 平 裝 )
NT$299
1.讀心術 2.行為心理學 3.肢體語言
175.92
認知心理學 / E. Bruce Goldstein 著 ;
李宏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
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
分公司, 11003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9282-92-5 (平裝)
1.認知心理學 176.3
講理就好 / 洪蘭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64-3 (平裝) NT$300
1.認知心理學 176.3
顏值 : 從第一印象到刻板印象,解密
臉孔幽微訊息的認知心理學 / 亞歷
山大.托多洛夫(Alexander Todorov)作 ;
馮奕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鷹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(鷹之喙 ; 1) .-ISBN 978-986-06328-3-5 ( 平 裝 )
NT$560
1.認知心理學 2.面貌 176.3
東大生的究極專注力 / 西岡壹誠作 ;
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206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67-3 (平裝)
NT$320
1.注意力 2.成功法 176.32
零噪音 : 在專注力稀缺時代,奪回人
生與工作的主導權 / 約瑟夫.麥考馬
克(Joseph McCormack)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Unique 系
列 ; 55) .-- ISBN 978-957-9054-85-0 (平
裝) NT$350
1.注意力 2.自我實現 3.成功法
176.32
世界頂級思維 : 62 個影響世界的法
則 / 滄海滿月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4 .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(成功講座 ; 367) .-

- ISBN 978-986-392-371-8 ( 平 裝 )
NT$450
1.思維方法 2.成功法 176.4
我也可以是 EQ 高手 : 障礙者情緒自
我管理輔導手冊 / 楊俐容, 黃慶鑽, 心
路臺北就業服務中心編撰 .-- 初版 .-嘉義市 : 耕心文教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832-4-1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
1.情緒教育 2.情緒管理 176.5

數位產品設計心理學 : 好介面做了
什麼,讓使用者改變行為模式? / 艾米.
布秋(Amy Bucher)著 ; 張小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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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3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689-60-1 (平裝) NT$560
1.行為心理學 2.產品設計 176.8

不快樂的藝術 / 迪克.德.瓦赫特(Dirk
De Wachter)作 ; 杜子倩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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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43-5 (平裝) NT$280
1.快樂 2.生活指導 176.51

破浪而出 : 瑞典心理學博士帶你穿
透人生迷霧,擁抱快樂及平靜 / 安潔
拉.阿霍拉(Angela Ahola)著 ; 郭騰毅
譯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潮浪文化, 11006 .-- 35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88-7-6 (平裝)
NT$360
1.動機 2.人際關係 3.生活指導
176.85

人生沒有技巧,就是篤定地熬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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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6-062-6 (平裝)
1.情緒管理 2.生活指導 3.自我實現
176.52

動機致勝 : 善用 26 種心理學法則,小
行動帶來大成功! / 塚本亮著 ; 鄒玟
羚,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765-8 (平
裝)
1.動機 2.成功法 176.85

我值得一段好關係 : 運用情緒覺察
的力量找到關係平衡 / 羅納.費德烈
克(Ronald J. Frederick)作 ; 李律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潮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暢銷精
選 ; 83) .-- ISBN 978-986-259-075-1 (平
裝) NT$320
1.情緒管理 2.生活指導 176.52

天下第一奇書厚黑學 / 李宗吾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6-800-3 (平裝)
1.應用心理學 2.成功法 177

我還沒準備說再見 : 突然失去摯愛
後,你可以這樣療癒自己 / 布蕾克.諾
爾 (Brook Noel), 帕 蜜 拉 .D. 布 萊 爾
(Pamela D. Blair)作 ; 馬勵中譯 .--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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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84 面; 22 公
分 .-- (眾生系列 ; JP0064X) .-- ISBN
978-986-06415-0-9 (平裝) NT$380
1.失落 2.死亡 176.52
身心壓力多大,聽心跳頻率就知道 :
梁恆彰醫師四招處理自律神經失調
造成的身心症狀 / 梁恆彰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58-5-3 (平裝) NT$350
1.壓力 2.自主神經 3.生活指導
176.54

40 歲,精采人生才開始 : 從 1 萬人的
經驗談看見真正該做的事 / 大塚壽
作 ; 沈俊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
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商戰系列 ; 211) .-- ISBN
978-986-134-381-5 (平裝)
1.成功法 2.生涯規劃 177.2
Angels in boots : a search for freedom /
Viram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靛藍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9-5-8 (平裝)
NT$720
1.生活指導 2.自我實現 3.自助旅行
177.2
千年之約 / 太陽盛德等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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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(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; 4) .-ISBN 978-986-99712-3-2 (平裝)
1.成功法 2.靈修 177.2
千年之約. 二 : 光的傳奇 / 太陽盛德
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香港商天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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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諮詢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
11003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超級生命
密 碼 叢 書 ; 15) .-- ISBN 978-98699712-4-9 (平裝)
1.成功法 2.靈修 177.2
也許你該跟未來學家談談 : 一堂前
所未見的人生規畫課,所有問題你都
可 以 問 / 布 萊 恩 . 大 衛 . 強 森 (Brian
David Johnson)著 ; 葉妍伶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商戰系
列 ; 210) .-- ISBN 978-986-134-380-8
(平裝) NT$36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不完美,最完美 : 寫給所有 30+女人的
魅力指南 / 卡洛琳.狄.梅格赫
(Caroline de Maigret), 蘇 菲 . 瑪 斯
(Sophie Mas)著 ; 林師祺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 682
種)(Chic ; 6) .-- ISBN 978-986-5596-118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女性
177.2
不是世界冷酷,是你不夠堅強 : 心大
了,再難過的關都變成小事 / 石雷鵬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17) .-- ISBN
978-957-13-8856-4 (平裝) NT$36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立下界限 : 卸除生命中不必要的內
疚感,找回平靜,做一個溫柔且堅定的
你 / 蘇絢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
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92 面;
21 公分 .-- (心靈成長 ; 77) .-- ISBN
978-986-398-666-9 (平裝) NT$380
1.自我實現 2.人際關係 3.自我肯定
177.2
卡內基人性揭密教典 / 舒丹, 楊菁, 王
蕾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9-51-6 ( 平 裝 )
NT$270
1.生活指導 2.成功法 177.2
去你的正常世界 / 大坦誠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Happy

learning ; 195) .-- ISBN 978-986-136578-7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失落的百年致富聖經 / 華勒斯.華特
斯(Wallace D. Wattles), 巴納姆等著 ;
蕭祥劍編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全方位心理叢書 ; 39) .-ISBN 978-986-06175-8-0 (平裝)
1.成功法 2.財富 177.2
冰山練習曲 / 李崇建, 辜曉茵文.圖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503-989-9 ( 精 裝 )
NT$35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羊皮卷 / 雅瑟, 朱顏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(成功
講座 ; 369) .-- ISBN 978-986-392-374-9
(平裝) NT$450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177.2
好好生活,慢慢相遇 : 活成最舒服的
自己 / 黃山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8
面; 20 公分 .-- (Mind map ; 227) .-ISBN 978-957-658-530-2 ( 平 裝 )
NT$38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你,就是改變的起點 / 羅煒茜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75-8 (平裝)
NT$320
1.自我實現 2.職場成功法 177.2
你不用看別人臉色也可以活得很好 :
學會拒絕家人、朋友、同事,不再讓
自己受傷,做真正的自己 / 韓慶恩著 ;
胡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
化出版社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富能
量 ; 14) .-- ISBN 978-986-5536-52-7 (平
裝) NT$36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人際關係
177.2
助的祕密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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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64 面; 1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12-6-3 (平裝)
1.成功法 2.靈修 177.2

為什麼優秀的人都有科學腦? : 從邏
輯思辨到自我成長,55 種教你突破盲
點的科學基本功 / 劉廷植著 ; 游芯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883-1 (平
裝) NT$32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
文學 ; GLA064) .-- ISBN 978-986-506092-3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自我肯定 177.2

*秋葉落下之前 : 活在燦盛熟齡時 /
詹慶齡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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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心靈方舟 ; AHT0027) .-- ISBN 978986-06263-4-6 (平裝) NT$380
1.自我實現 2.中年危機 3.生活指導
177.2

練習良善的一年 / 唐娜.卡麥蓉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凱特文化創意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 (You can ; 33) .-- ISBN 978-986-060480-1 (平裝) NT$320
1.生活指導 2.成功法 177.2

氣場 : 吸引力倍增的關鍵五力 / 王晴
天著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1-901-5 (平裝) NT$38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鬼滅之刃心理學 : 打造強韌內在的
38 個法則 / 井島由佳著 ; 林詠純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心理 ; 66) .-- ISBN 978-986-137-321-8
(平裝) NT$25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做個情緒自由的人 : 認識自己的 6 大
界限,不再害怕別人發火,找回真正的
平靜 / 芮德拉.塔瓦布(Nedra Tawwab)
著 ; 陳佳伶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Mind map) .-- ISBN 978-957-658527-2 (平裝) NT$38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人際關係
177.2
給自己 10 樣人生禮物 : 成就動詞型
的生命地圖就在這 10 個關鍵 / 褚士
瑩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Creative ; 165) .-- ISBN 978-986-179636-9 (平裝) NT$29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趁早把未來磨成你想要的樣子 / 王
宇昆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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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高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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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足你也可以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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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312 面; 23 公分 .-- (超級生命密碼叢
書 ; 25) .-- ISBN 978-986-99712-8-7 (平
裝) NT$450
1.成功法 2.靈修 177.2

療癒泉力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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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64 面; 1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12-5-6 (平裝)
1.成功法 2.靈修 177.2
簡約與優雅 : 法國女人的生活美學 /
朵拉.托賽(Dora Tauzin)著 ; 劉淳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世潮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暢銷精
選 ; 84) .-- ISBN 978-986-259-076-8 (平
裝) NT$300
1.生活指導 2.女性 177.2
明明有四百個朋友,卻不知道要打電
話給誰 : 如何突破社交孤立且建立
友誼 / 芙爾.沃克(Val Walker)著 ; 嚴麗
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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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44-2 (平
裝) NT$420
1.人際關係 2.社會互動 3.生活指導
4.成功法 177.3
關鍵說話術 : 成為談判高手必學的
白金法則 / 任琦軒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社會大
學 ; 38) .-- ISBN 978-986-411-138-1 (平
裝) NT$270
1.談判 2.談判策略 177.4
Jo 與你一起過生活 : 創作、經驗、
諮商三種力量 / 謝秋雯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巧藝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85-09 (平裝) NT$300

1.心理治療 2.生活指導 3.自我實現
178.8
系統排列的全息智慧 : 一對一與線
上工作的理論與實踐 / 周鼎文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7-207-7 (平裝)
NT$400
1.家族治療 2.家庭關係 178.8
探索 : 心理 e 師@2030 / 黃龍杰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理推理系列 ; T71) .-- ISBN
978-957-693-952-5 (平裝) NT$299
1.臨床心理學 2.心理治療 178.8

美學
叔本華美學經典論文集 / 亞瑟.叔本
華(Arthur Schopenhauer) 著 ; 韋啟昌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雨出版社,
110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 ;
37) .-- ISBN 978-986-227-290-9 (平裝)
1.叔本華(Schopenhauer, Arthur, 17881860) 2.美學 188

倫理學
生活沒有那麼複雜,很多時候只是戲
太多 / 牧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晶冠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(智慧菁典 ; 20) .-- ISBN
978-986-99458-9-9 (平裝) NT$36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他很幸福,你卻只會羨慕 : 哲學家用
十二堂課,告訴你原來幸福是可以練
習的 / 章含, 羅芬芬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21-2 ( 平 裝 )
NT$36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半神 : 安住亂世、活出神性的 30 個
生命基礎課 / 熊仁謙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哲學 ;
43) .-- ISBN 978-986-137-323-2 (平裝)
NT$280
1.人生哲學 2.自我實現 191.9
在生命大海中飄蕩的你我. 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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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百萬
巨 作 系 列 ; 4) .-- ISBN 978-957-438745-8 (平裝) NT$48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全部皆可拋 / 中野善壽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30 面; 23 公分 .-(人生顧問 ; 413) .-- ISBN 978-957-138831-1 (平裝) NT$320
1.人生哲學 2.修身 191.9
找到人生中最重要的 7 個人 / 李維文
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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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職場方
舟 ; ACA0018) .-- ISBN 978-986-062638-4 (平裝) NT$360
1.人生哲學 2.人際關係 3.生活指導
191.9
你並非一無所有 / 萬特特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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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6-49-7 (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36-54-1 (平裝博客來簽名版)
1.人生哲學 191.9
為什麼總是感到很受傷 : 五個精神
分析的真實故事,帶你找到不斷逃跑
的自己 / 腦內探險隊文 ; 陳品芳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Creative ;
163) .-- ISBN 978-986-179-635-2 (平裝)
NT$38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從學校殺手到幕後推手 / 陳金煌著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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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957-13-8816-8 (平裝)
NT$45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舊娛樂轟炸 : 老港片、ACG、好萊
塢,留給動盪世代的超時空人生戰鬥
讀本 / 鄭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14-8 (平裝) NT$360
1.人生哲學 2.娛樂業 191.9
自在光 自在觀 / 李芯薇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(好生活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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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) .-- ISBN 978-986-06047-4-0 (精裝)
NT$500
1.靈修 2.曼陀羅畫 192.1
明德增輝 / 陳秋錦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陳秋錦, 11005 .-- 1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56-7 (平裝)
NT$108
1.修身 2.勸善 192.1
聖凡雙修 / 陳桂興主編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
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玄門真
宗 ; 9) .-- ISBN 978-986-456-322-7 (平
裝) NT$30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諭言之書 : 回答你心中所有的問題 /
荷莉蔻.曼迪博(Jerico Mandybur)著 ;
Adlga 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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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736 面;
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66-5 (精
裝) NT$450
1.格言 192.8
職場倫理 : 愉快職涯的領航指南 =
Workplace ethics : the guideline of
careers / 梁崇偉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
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052 (平裝)
1.職業倫理 198

宗教類
總論
世 界 宗 教 博 物 館 年 報 . 2020 年 =
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bulletin. 2020
/ 陳國寧主編 .-- 新北市 : 世界宗教博
物館, 11004 .-- 9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431-5-0 (平裝) NT$350
1.世界宗教博物館 2.期刊 206.8

宗教學
見鬼 : 中國古代志怪小說閱讀筆記 /
有鬼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67-4 (平
裝) NT$380

1.鬼神

215.6

佛教
2019 : 預言到兌現 / 王慈愛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32-1 (平裝) NT$250
1.佛教 2.佛教修持 220
佛教常识概说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
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
11005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
正體題名:佛教常識概說 .-- ISBN 978986-06081-8-2 (平裝)
1.佛教 220
哲蚌寺對話錄 : 達賴喇嘛與科學家
談心智、正念覺察力和實在的本質 /
溫 蒂 . 哈 森 坎 普 (Wendy Hasenkamp),
珍娜.懷特(Janna R. White)編 ; 丁一夫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 面; 22 公
分 .-- (生命講堂) .-- ISBN 978-957-085765-8 (平裝)
1.佛教哲學 2.宗教與科學 3.藏傳佛
教 220.11
話說佛光山. 開山篇 / 星雲大師著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
公 司 , 11004 .-- 冊 .-- ( 文 選 叢 書 ;
5120) .-- ISBN 978-957-457-581-7 (第 1
冊 : 精 裝 ) NT$300 .-- ISBN 978-957457-582-4 (第 2 冊:精裝) NT$300
1.佛光山 2.佛教事業 3.文集 220.6
大悲咒 十小咒 心經 .-- 新北市 : 玄奘
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0 面; 1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6-8-4 (經摺
裝) NT$120
1.佛經 221
*普賢菩薩十大行願講記 / 徐醒民
講 .-- 彰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
11003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7-45-7 (平裝)
1.華嚴部 221.2
華嚴綱要 /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
觀疏義 ; (明)匡山法雲寺憨山沙門德
清提挈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定香
精舍, 11005 .-- 1146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928-8-6 (平裝)
1.華嚴部 221.2
*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 / 徐醒
民講 .-- 彰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27-46-

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2747-1 (第 2 冊:平裝)
1.方等部 221.34

分 .-- (法藏叢書 ; C117) .-- ISBN 978986-06156-3-0 (平裝) NT$60
1.密教部 221.96

地藏菩薩本願經 / (唐)于闐三藏紗門
實叉難陀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出
版社, 11003 .-- 106 面; 26 公分 .-- (佛
經系列 ; 7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99181-7-6 (平裝)
1.方等部 221.36

成實論研究 / 福原亮嚴著 ; 陳一標,
林育民譯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佛陀
教育基金會, 11005 .-- 3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414-91-3 (精裝)
1.毘曇部 222.11

妙法蓮華經擊節 / (明)南嶽沙門憨山
釋德清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定
香精舍, 11003 .-- 98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928-4-8 (平裝)
1.法華部 221.51
*靜思法髓妙蓮華 : 法華七喻 : 髻珠
喻 醫子喻 / 釋證嚴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(經藏系
列) .-- ISBN 978-986-06303-0-5 (精裝)
NT$400
1.法華部 221.51
佛藏經講義. 第十一輯 / 平實導師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558-5-0 ( 平 裝 )
NT$300
1.經集部 221.733
好讀雜阿含經. 第三冊 : 實修實證自
在解脫. 卷二十一至卷三十 / (劉宋)
求那跋陀羅尊者翻譯 ; 台大獅子吼
佛學專站編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
鼓文化, 11005 .-- 68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8-911-8 ( 平 裝 )
NT$990
1.阿含部 221.84
大佛頂首楞嚴經 / (唐)中天竺沙門般
剌密諦譯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880 面; 15 公分 .- 漢語拼音 .-- ISBN 978-986-06256-9-1
(精裝)
1.密教部 221.94
觀音妙智 : 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
講要 / 聖嚴法師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法鼓文化, 11005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598-910-1 (平裝)
1.密教部 221.94
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(白
話翻譯) /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紹
譯 ; 釋常愍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和裕出版社, 11004 .-- 128 面; 21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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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悲藥師寶懺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
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
出版社, 11005 .-- 164 面; 26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121-6-7 (經摺
裝)
1.懺悔 2.佛教儀注 224.4
波羅蜜詩語 / 謝振宗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58-6-9 (平裝) NT$360
224.512
經彩 / 紫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07-9 (平
裝) NT$200
224.512
福馬禪詩三百首 / 道源居士編校 .-南投市 : 福馬書院, 11003 .-- 1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8-0-7 (平
裝)
224.513
香山寶卷 / (宋)天竺普明禪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定香精舍, 11003 .- 19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28-5-5 (平裝)
224.514
聖開導師開示錄 / 聖開導師講 ; 人乘
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
社, 11004 .-- 316 面; 21 公分 .-- (聖開
導師弘法集) .-- ISBN 978-986-570550-3 (精裝)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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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303-2-9 (第 3 冊:精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06303-3-6 (第 4 冊:精裝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06303-4-3 (第
5 冊:精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06303-5-0 (第 6 冊:精裝) NT$320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225.4

證嚴上人衲履足跡. 二 0 二一年, 春
之卷 / 釋德[]編撰 ; 釋德[], 釋德需撰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出版
社, 11005 .-- 768 面; 21 公分 .-- (靜思
法脈叢書. 衲履足跡) .-- ISBN 978986-06413-0-1 (精裝) NT$400
1.佛教教化法 225.42
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
會, 11004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
字版; 正體題名:學佛是人生最高的
享受 .-- ISBN 978-986-06081-7-5 (精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冬日暖陽 : 將佛法擁入生命 / 法觀法
師著 .-- 四版 .-- 花蓮縣吉安鄉 : 觀行
靜居法觀法師, 11003 .-- 31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83-3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傳統身心性命之學的探討 / 南懷瑾
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懷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1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0-1-8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净土资粮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5 .-- 94
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淨
土資糧 .-- ISBN 978-986-06316-0-9 (平
裝)
1.佛教修持 225.87
实相妙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5 .-- 171
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實
相妙理 .-- ISBN 978-986-06316-2-3 (平
裝)
1.佛教修持 225.87
伦理道德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5 .-- 189
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倫
理道德 .-- ISBN 978-986-06316-3-0 (平
裝)
1.佛教修持 225.87
千艘法船 : 句句法味 / 盧勝彥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
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39-1 (平裝)
NT$260
1.佛教修持 225.87
千艘法船 : 句句法味 / 卢胜彦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
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簡體字版 .-- ISBN 978-986-555140-7 (平裝) NT$260
1.佛教修持 225.87
真实之利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財團
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5 .-149 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
名:真實之利 .-- ISBN 978-986-063161-6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.佛教說法 225.87
修行要道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5 .-- 305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1-99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87
這一世我們乘佛法行過神州大地 :
生身中國人的難得與光榮史詩 / 陳
福成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
版社, 11003 .-- 45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
學叢刊 ; 432) .-- ISBN 978-986-314547-9 (平裝) NT$580
1.佛教修持 2.修身 225.87
富寿康宁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財團
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5 .-181 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
名:富壽康寧 .-- ISBN 978-986-063164-7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.佛教說法 225.87
圓頂的神思 : 蓮生活佛的懷念 / 盧勝
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
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43-8 (平
裝) NT$260
1.佛教修持 225.87
臨終自在的十七堂課 / 鄭振煌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千出版社, 11004 .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大眾佛學 ;
WS11003) .-- ISBN 978-957-447-360-1
(平裝) NT$350
1.佛教修持 2.生死觀 225.87
華嚴宗思想史 / 劉貴傑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7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11-4 (平裝) NT$800
1.華嚴宗 2.佛教教理 226.31
宗鏡錄略講 / 南懷瑾講述 .-- 臺灣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6059-53-7 (第 3 冊:平裝)
NT$420
1.禪宗 226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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禪與道概論 / 南懷瑾著 .-- 臺灣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6059-52-0 ( 平 裝 )
NT$320
1.禪宗 2.道教 3.道家 226.6
解密禪宗心法 : <<六祖壇經>>般若
品 / 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
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568-45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300 .- ISBN 978-986-5568-46-7 (第 2 冊:平
裝) NT$300
1.六祖壇經 226.62
禪的理論與實踐 / 聖嚴法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06 .-- 248
面; 21 公分 .-- 大字版 .-- ISBN 978957-598-912-5 (平裝)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226.65
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. 二 000
年版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財團法人台
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 .-- 第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14-0-0 (第 3 冊:平裝)
NT$300
1.律宗 226.72
Twiceborn 重生 : 從平凡出發 / 大川
隆法作 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學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2-8-2 (平裝)
NT$400
1.新興宗教 2.靈修 226.8
永恆生命的世界 : 死亡後的真實樣
貌 / 大川隆法作 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
小組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
福科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2-9-9 (平
裝) NT$380
1.新興宗教 2.靈界 226.8
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. 第一部, 幸
福的指針 / 池田大作著 ; 創價學會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價
文教基金會, 11004 .-- 312 面; 21 公
分 .-- (生活智慧叢書 ; 24) .-- ISBN
978-957-9566-71-1 (精裝) NT$250
1.佛教說法 226.875
達賴喇嘛說喜樂與開悟 / 達賴喇嘛
丹增嘉措(Tenzin Gyatso)著 ; 拉吉夫.

梅赫羅特拉(Rajiv Mehrotra)編 ; 鄧伯
宸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立緒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新世紀叢書 ; 230) .-- ISBN 978986-360-173-9 (平裝) NT$30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噶瑪巴之歌 : <<了義大手印祈願文
>> 釋 論 / 第 三 世 噶 瑪 巴 讓 炯 多 傑
(Lord Rangjung Dorje)原典作 ; 錢昭萍
原典譯 ; 確吉. 尼瑪仁 波 切 (Chökyi
Nyima Rinpoche)釋論作 ; 孫愛萍釋論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眾生文化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2 公分 .- (經典開示 ; 30) .-- ISBN 978-98606096-1-5 (平裝) NT$35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
道教
道家仙祖謝映登 / 胡春煥, 白鶴群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店明聖宮
管理委員會, 11003 .-- 28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9-0-2 (平裝)
234.515
杜軍護道教藝術作品集 / 杜軍護作 .- 臺南市 : 黃鐘加, 11004 .-- 12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34-2 (精裝)
1.道教藝術 2.作品集 234.52

基督教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耶穌復活及升
天 / 鍾寬茂撰文 ; 蔡綺繪圖 .-- 臺中
市 :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
會, 11005 .-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
爺爺說聖經故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
10) .-- ISBN 978-986-06302-3-7 (精裝)
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五餅二魚 / 鍾寬
茂文 ; 蔡綺圖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
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, 11005 .-- 36
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爺爺說聖經故
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 5) .-- ISBN 978986-97282-8-7 (精裝) 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
故事的呼喚 : 聖經故事如何寫? / 莫
非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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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
文學系列 ; 19) .-- ISBN 978-957-556899-3 (平裝)
1.聖經故事 2.寫作法 241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平息風浪 / 鍾寬
茂文 ; 蔡綺圖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
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, 11005 .-- 36
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爺爺說聖經故
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 6) .-- ISBN 978986-97282-9-4 (精裝) 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
考證婆羅米文創製與阿育王、佛陀
遺骨之關連 / 哈利福克著 ; 中華原始
佛教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原
始佛教會出版 : 原始佛教內覺禪林
發行, 11003 .-- 13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347-5-5 (平裝)
1.佛教史 2.印度 228.1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耶穌去加納喝
喜酒 / 鍾寬茂文 ; 蔡綺圖 .-- 臺中市 :
財團法 人瑪利 亞社 會福利 基金會 ,
11005 .-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爺
爺說聖經故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 4) .-ISBN 978-986-97282-7-0 ( 精 裝 )
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耶穌教門徒祈
禱 / 鍾寬茂撰文 ; 蔡綺繪圖 .-- 臺中
市 :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
會, 11005 .-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
爺爺說聖經故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
7) .-- ISBN 978-986-06302-0-6 (精裝)
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
風城佛影的歷史構造 : 三百年來新
竹齋堂佛寺與代表性人物誌 / 江燦
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
局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01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47-3 (平裝)
NT$580
1.佛教史 2.新竹市 228.33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耶穌召收門徒 /
鍾寬茂文 ; 蔡綺圖 .-- 臺中市 : 財團
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, 11005 .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爺爺說聖經
故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 3) .-- ISBN 978986-97282-6-3 (精裝) 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最後晚餐 / 鍾寬
茂撰文 ; 蔡綺繪圖 .-- 臺中市 : 財團
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, 11005 .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爺爺說聖經
故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 8) .-- ISBN 978986-06302-1-3 (精裝) 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
印度佛教聖地見聞錄 : 追尋佛陀的
聖蹟 = Buddhist pilgrimage sites in India
/ 鄭保村, 劉宜霖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千出版社, 11005 .-- 304 面; 23
公分 .-- (以聖為導 ; P11002) .-- ISBN
978-957-447-359-5 (平裝)
1.釋迦牟尼(Gautama Buddha, 560-480
B.C.) 2.佛教傳記 229.1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耶穌受洗 / 鍾寬
茂文 ; 蔡綺圖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
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, 11005 .-- 36
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爺爺說聖經故
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 2) .-- ISBN 978986-97282-5-6 (精裝) 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耶穌受難死亡 /
鍾寬茂撰文 ; 蔡綺繪圖 .-- 臺中市 : 財
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,
11005 .-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爺
爺說聖經故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 9) .-ISBN 978-986-06302-2-0 ( 精 裝 )
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
一生三世 : 格爾登仁波切回憶錄 / 李
江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雪域出版
社, 11004 .-- 322 面; 23 公分 .-- (雪域
叢書 ; 42) .-- ISBN 978-986-98341-8-6
(精裝) NT$400
1.格爾登仁波切 2.藏傳佛教 3.佛教
傳記 226.969

行基菩薩 : 東瀛文殊 / 金偉編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4 .-- 4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1-50 (精裝) NT$380
1.釋行基(668-749) 2.傳記 3.日本
229.425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: 耶穌誕生 / 鍾寬
茂文 ; 蔡綺圖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
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, 11005 .-- 36
面; 20X20 公分 .-- (莊爺爺說聖經故
事. 認識耶穌系列 ; 1) .-- ISBN 978986-97282-4-9 (精裝) NT$200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2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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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聖 經 有 約 / 楊 腓 力 (Philip D.
Yancey), 昆布蘭(Brenda Quinn)著 ; 譚
亞菁, 黃經偉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: 華宣出版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4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

- (每日靈修系列 ; 7) .-- ISBN 978-98606176-2-7 (平裝)
1.聖經故事 2.讀經 3.靈修 241.01
创世记与我 / 李彻着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天恩出版社, 11004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簡體版; 正體題名:創世記與
我 .-- ISBN 978-986-277-313-0 (第 3 冊:
平裝)
1.創世記 2.聖經研究 241.211
路得記 : 基督的新婦 / 盧穎桓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徐碧玲, 11003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335 (平裝)
1.路得記 2.聖經研究 241.24
依撒意亞先知書詮釋 / Leslie J. Hoppe
著 ;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.-- 臺北市 : 光
啟文化事業, 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輔大神學叢書 ; 147)(活水聖經
詮釋系列. 舊約卷 ; 13) .-- ISBN 978957-546-946-7 (平裝) NT$260
1.以賽亞書 2.注釋 241.41
馬 太 福 音 注 釋 / 大 衛 . 鮑 森 (David
Pawson)著 ; 姜群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米迦勒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571-7-8 (精裝)
1.馬太福音 2.注釋 241.62
今日遇見聖路加 : 路加福音詮釋 / 丹
尼爾.海靈敦(Daniel J. Harrington)著 ;
劉富忠, 陳靜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聞道出版社, 11005 .-- 1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5-2-4 (平裝)
NT$250
1.路加福音 2.注釋 241.64
耶穌是誰? / 唐崇榮作 .-- 第 1 版 .-- 新
北市 : 社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唐崇
榮國際佈道協會, 11004 .-- 175 面; 21
公分 .-- (唐崇榮博士思想叢集. 佈道
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06423-0-8 (平
裝)
1.耶穌(Jesus Christ) 2.基督 242.2
傾聽神的聲音 / 施路得(Mary Ruth
Swope)著 ; 徐亞蘭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,
11004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禱告叢
書 ; EP004-1) .-- ISBN 978-957-920971-7 (平裝)
1.基督教 2.祈禱 244.3
給孩子的生命詩歌 : 奇異恩典 / 約翰.
牛頓, 卡爾.柏格, 馬爾蒂.達文波特.巴
布科克等文 ; 葉安德, 黃立佩, 邱怡佳,

陳家安圖 .-- 初版 .-- 竹北市 : 和英文
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005 .-- 64 面 ;
20X2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6370-0-7 (精裝) NT$290
1.聖詠 2.宗教音樂 244.4
我心動了,然後呢? : 單身、交往、訂
婚、結婚的蒙福原則 / 班恩.史都華
(Ben Stuart)著 ; 余晨揚譯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
出版部, 11004 .-- 2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60-2-4 (平裝)
1.基督徒 2.兩性關係 3.生活指導
244.9
活水 / 晨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17-8 (平
裝) NT$360
1.基督徒 244.9
都是魔鬼在搞鬼 : 認識靈界真相並
得勝的秘訣 / 張輝道作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51-8-8 (平裝) NT$340
1.基督徒 2.信仰 3.文集 244.907
與聖母瑪利亞一起度信仰生活 : 聖
母德敘禱文的優雅與德範 / 金毓瑋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聞道出版社,
11004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45-1-7 (平裝) NT$360
1.聖母瑪利亞(Mary, Blessed Virgin,
Saint) 2.天主教 3.靈修 244.93
靈修大師(沙漠教父)的 365 則生活智
慧 / 古倫神父(Anselm Grün)詮釋撰寫 ;
吳信如審譯編撰 ; 范瑞薇, 鄭玉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與北文化出
版社, 11003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古
倫 叢 書 ; AG028) .-- ISBN 978-98697488-6-5 (平裝) NT$390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3
機智的好撒瑪利亞人 : 21 世紀基督
徒助人前要知道的 11 件事 / 史蒂夫.
考 伯 (Steve Corbett), 布 萊 恩 . 菲 克
(Brian Fikkert)合著 ; 秦蘊璞譯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校 園 書 房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8-790-3 (平裝)
1.基督徒 2.生活指導 3.貧窮 244.98
365 信仰小學堂 / 凱瑟琳.史萊特利
(Kathryn Slattery)文 ; 鄭毓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4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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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0 面; 21 公分 .-- (iRead ; 11) .-- ISBN
978-986-400-340-2 (精裝)
1.基督徒 2.靈修 3.青少年 244.982
禱告 = Pray / 張蓬潔文.圖 .-- 再版 .-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4 .-- 80 面;
15X14 公分 .-- (寶貝心 ; 2) .-- ISBN
978-986-400-341-9 (平裝)
1.基督徒 2.祈禱 3.兒童 244.982
*致熟年好時光 : 迎向豁達燦爛的老
後 / 麥 嘉 華 (Bernadette McCarver
Snyder)著 ; 左婉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
智文化事業, 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關懷 ; J0029) .-- ISBN 978986-6036-68-2 (平裝) NT$300
1.基督徒 2.老年 3.靈修 244.984
飛越人生 : 從美國,到世界的盡頭 / 廖
美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真哪噠出
版社, 11005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(Meet
系列 ; 6) .-- ISBN 978-986-98811-8-0
(平裝)
1.基督徒 2.親職教育 244.99
觸動心弦 : 培養靈命知、情、意的
講章 / 李秀玉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李秀玉, 11004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668-0 ( 平 裝 )
NT$200
1.教牧學 245.2
處境與宣教 : 台灣的故事 / 李孝忠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臺灣
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,
11005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37-99-6 (平裝)
1.教牧學 2.基督教 245.6
* 上 智 社 教 研 究 院 五 十 週 年 = 50
anniversary
populorum
progressio
institute 1971-2021 / 夏太長主編 .-- 臺
中市 : 財團法人天主教上智文教基
金會上智社教研究院, 11003 .-- 108 面;
25X3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0170-28 (平裝)
1.財團法人天主教上智文教基金會
上智社教研究院 246.233
使教會成為盼望的記號 : 「一領一.
新倍加」宣教運動事工報告(20102020) / 盧啟明執筆 ; 蔡南信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
總會, 11004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592-6-3 (平裝)
1.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246.533

神工作的軌跡 : 虎尾基督徒聚會處
歷史調研暨整修紀錄紀念刊 / 林品
中, 劉耀仁作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 財團
法人虎尾基督徒聚會處, 11004 .-- 75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0-01 (平裝)
1.財團法人虎尾基督徒聚會處 2.歷
史 246.533
使人生命改變的七個信念 / 張振華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中華
基督教行道會江子翠教會附設改變
書房, 11004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(教會
歷史叢書 ; 8) .-- ISBN 978-986-908464-2 (平裝) NT$100
1.基督教 2.教會 3.教牧學 247.1
21 世紀依納爵教學法實踐者指南 :
折射型學習 / 吳彰義(Johnny C. Go,
SJ), 麗塔.安提恩札(Rita J. Atienza)合
著 ; 范明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
啟文化事業, 11004 .-- 176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47-4 (平裝)
NT$360
1.天主教教育 2.教學法 247.7
與孩童一起聆聽神 / 吉安娜. 戈比
(Gianna Gobbi)著 ; 李純娟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啟示出版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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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Talent 系列 ; 51) .-- ISBN 978-98699286-8-7 (平裝) NT$260
1.基督教教育 2.兒童教育 3.蒙特梭
利教學法 4.天主教 247.7
讓教學成為一場靈性饗宴 : 靈性教
育 三 部 曲 . 序 幕 = The influence of
spiritual education. volume 1 prelude / 張
育慧 Hope Chang 著 .-- 臺北市 : 八二
八數位智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80-0-4 (平
裝)
1.基督教教育 2.基督徒 247.71
箴言與品格 : 新道光學生本. 中小級
/ 劉瑞容主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
部, 11003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50-537-0 (平裝)
1.主日學 2.基督教教育 247.711
箴言與品格 : 新道光學生本. 高小級
/ 劉瑞容主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
部, 11003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50-538-7 (平裝)

1.主日學 2.基督教教育

247.711

更深經歷耶穌基督 / 蓋恩夫人
(Madame Jeanne Guyon)作 ; 亞洲先鋒
事工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耶斯列國
際有限公司出版 ; 臺北市 : 中華基督
教亞洲先鋒事奉協會發行, 11004 .-202 面; 21 公分 .-- 新編註釋版 .-ISBN 978-986-99784-3-9 (平裝)
1.蓋恩夫人(Guyon, Jeanne Marie
Bouvier de La Motte,1648-1717) 2.天主
教傳記 249.942

其他宗教
大道自性 / 理心光明禪師, 天音傳真
著 .-- 二版 .-- 桃園市 : 崇心雜誌出版 :
社團法 人大道 真佛 心宗教 會發行 ,
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道系列
叢書 ; 第 33 冊) .-- ISBN 978-98698877-4-8 (平裝) NT$280
1.民間信仰 271.9
大道因果 / 理心光明禪師著 .-- 三
版 .-- 桃園市 : 崇心雜誌社出版 : 社
團法人大道真佛心宗教會發行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道系列
叢書 ; 25) .-- ISBN 978-986-98877-5-5
(平裝) NT$280
1.民間信仰 271.9
大道唯識 / 理心光明禪師, 天音傳真
著 .-- 二版 .-- 桃園市 : 崇心雜誌社出
版 : 社團法人大道真佛心宗教會發
行, 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道
系列叢書 ; 第 30 冊) .-- ISBN 978-98698877-3-1 (平裝) NT$280
1.民間信仰 271.9
*極聖冥道 : 大地藏王佛 / 彌勒皇佛
作 ; 決賢神譯 .-- 臺北市 : 彌勒皇教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0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52-964 (平裝) NT$320
1.民間信仰 271.9
*彌勒聖道行. 五十七部曲, 天宙神龍
= The royal path of Emperor Maitreya /
彌勒皇佛作 ; 開慧神譯 .-- 臺北市 : 彌
勒皇教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4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752-97-1 (平裝) NT$430
1.民間信仰 271.9
頭重溪三元宮廟誌暨丙申年慶成祈
安五朝福醮紀略 / 謝煥文總編輯 .-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楊梅區頭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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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三元宮, 11004 .-- 29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53-0-0 ( 精 裝 )
NT$800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桃園市楊梅區
272.097
文昌帝君功過格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和裕出版社, 11004 .-- 64 面; 15 公分 .- (法藏叢書 ; C327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6156-2-3 (平裝) NT$30
1.民間信仰 2.文昌帝君 3.勸善書
272.16
台灣百神巡禮 / 許汝紘編著 ; 沈冠宇
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談文化出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(What's knowledge) .-- ISBN
978-986-06376-1-8 (精裝) NT$480
1.神祇 2.民間信仰 3.臺灣 272.2

神話
神 話 簡 史 / 凱 倫 . 阿 姆 斯 壯 (Karen
Armstrong)著 ; 陳雅馨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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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84-8 (平裝) NT$280
1.神話 2.歷史 280
希臘男神藝術圖鑑 : 神話 X 名畫 X
希臘十大男神的祕聞傳說 / 席路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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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68-9 (平裝)
NT$450
1.希臘神話 2.圖錄 284.95

術數；迷信
陳怡魁卜筮改運 / 顏兆鴻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元書局, 11004 .-- 204
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叢書 ; 1135) .-ISBN 978-986-98873-8-0 ( 平 裝 )
NT$300
1.易占 292.1
四女神星 : 神話、心理與占星學中
陰性能量的重現 : 穀神星、灶神星、
婚神星與智神星 / 迪米特拉. 喬治
(Demetra George), 格 拉 斯 . 布 洛 赫
(Douglas Bloch)著 ; 趙珮君, 呂卿譯 .-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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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73-2 (平裝)
NT$600
1.占星術 2.神話 292.22
占星自學聖經 : 自己的命盤自己解,
了解一切未知的祕密 / 喬安娜.瑪婷.
沃弗克(Joanna Martine Woolfolk)著 ;
実瑠茜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8 面; 23
公分 .-- (Mystery ; 33) .-- ISBN 978986-5496-01-2 (平裝) NT$580
1.占星術 292.22
占星職場手冊 / 韓良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南瓜國際有限公司, 11004 .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(Handbook ; 3) .-ISBN 978-986-99379-2-4 ( 平 裝 )
NT$300
1.占星術 292.22

出版 ;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5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 (昌明文叢 ; A9900008) .-- ISBN 978986-496-587-8 (平裝) NT$500
1.奇門遁甲 292.5
好命密碼. 感情解讀篇 / 愛德華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成嘉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67-1-0 (平裝) NT$280
1.占卜 2.數字 292.9
你的身心課題塔羅都知道 : 第一本
塔羅療癒脈輪指南,打造自己的終極
版 能 量 地 圖 / 萊 札 . 羅 伯 遜 (Leeza
Robertson)著 ; 梵妮莎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010-0 (平裝) NT$380
1.占卜 2.心靈療法 292.96

1.堪輿

294

各家秘傳立向分金線法集 / 羅添友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進源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24 面; 21 公
分 .-- (堪輿叢書 ; 1092) .-- ISBN 978986-99635-3-4 (平裝) NT$600
1.堪輿 294
風水學教科書 / 何榮柱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宏道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6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知
命館 ; 4) .-- ISBN 978-986-7232-86-1
(精裝) NT$520
1.堪輿 294
獵巫行動 : 那些被封存的迫害史 / 奈
傑爾.考索恩(Nigel Cawthorne)著 ; 聞
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出版
社出版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6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20-2-9 (平裝) NT$480
1.巫術 2.歷史 295

星座美少女. 9, 神祕小屋的魔咒蛋糕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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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(小公主成長學園 ; CFF015) .-- ISBN
978-986-301-994-7 (平裝) NT$210
1.占星術 2.通俗作品 292.22

雷諾曼卡占卜聖經 / 芮娜.喬治(Rana
George)著 ; 范章庭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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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01-62-7 (平裝) NT$800
1.雷諾曼(Le Normand, M. A. (MarieAnne Adélaide), 1772-1843) 2.占卜
292.96

基礎占星 : 本命盤解盤技巧 / 艾美.赫
林作 ; 陳紅穎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4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29-7 (平裝) NT$550
1.占星術 292.22

紫微+風象星座算命更準 / 法雲居士
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金星出版社,
110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生活
新智慧叢書 ; 127) .-- ISBN 978-9866441-77-6 (平裝) NT$380
1.紫微斗數 2.占星術 293.11

幻獸最強王圖鑑 / 健部伸明監修 ; な
んばきび繪圖 ; 許郁文譯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3-787-2 (平裝)
1.妖怪 2.傳說 3.通俗作品 298.6

凱龍星的療癒力量 / 麗莎.塔希爾
(Lisa Tahir)著 ; 王冠中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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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01-59-7 (平裝) NT$450
1.占星術 292.22

八字學教科書 / 何榮柱作 .-- 四版 .-新北市 : 宏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知命館 ;
3) .-- ISBN 978-986-7232-85-4 (精裝)
NT$420
1.命書 2.生辰八字 293.12

妖怪最強王圖鑑 / 多田克己監修 ; な
んばきび繪圖 ; 許郁文譯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3-785-8 (平裝)
1.妖怪 2.日本 298.6

九宮奇門 : 做決策.卜運勢.看風水.催
桃花,人人都可用奇門遁甲助自己心
想事成 / 子奇老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3-16-7 (平裝) NT$550
1.奇門遁甲 2.占卜 292.5
奇門遁甲上元經評述 / 張慶冰著 .-初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

牛伯伯陪你讀<<冰鑑>> / 黃崇城著 .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國 家 出 版 社 ,
11004 .-- 174 面; 21 公分 .-- (牛伯伯陪
讀 ; 1) .-- ISBN 978-957-36-1580-4 (平
裝) NT$250
1.相書 293.2
玄空挨星透析. 四, 替卦挨星圖局 / 劉
賁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進源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21 面; 21 公
分 .-- (堪輿經典)(堪輿叢書 ; 1090) .-ISBN 978-986-99635-2-7 ( 平 裝 )
NT$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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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怡魁食物改運 / 陳怡魁講述 ; 顏兆
鴻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元書局,
11004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叢
書 ; 1134) .-- ISBN 978-986-98873-7-3
(平裝) NT$300
1.改運法 295.7

自然科學類
總論
科普之旅 : 世界與生命的驚人答案 /
光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(發現文明 ; 58) .-- ISBN 978-986-178538-7 (平裝) NT$300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0

費曼的主張 / 理查.費曼(Richard P.
Feynman)著 ; 吳程遠, 師明睿, 尹萍,
王碧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文化 ; 205A) .- ISBN 978-986-525-135-2 ( 平 裝 )
NT$450
1.科學 300
超維度思考 : 擺脫暗中操控,用科學
拉高維度, 精準透視世界 / 童翟雅
(Ziya Tong)著 ; 洪慧芳譯 .-- 臺北市 :
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08-0 (平裝) NT$420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0
魔法校車. 11 : 科學博覽會 / 喬安娜.
柯爾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
(Bruce Degen)圖 ; 王心瑩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60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26-1 (精裝)
NT$320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0
用電動積木玩出 60 種有趣的動力組
合 / 小悅讀編著 .-- 新北市 : 悅讀名
品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4 面; 2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25-4-9 (平裝)
NT$1180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303.4
劉炯朗開講 : 3 分鐘理解自然科學 /
劉炯朗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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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Learn ; 54) .-- ISBN
978-957-13-8839-7 (平裝) NT$360
1.科學 2.文集 307
科學發明王. 30 : 人體相關的發明 /
Gomdori Co.文 ; Hong Jong-Hyun 圖 ;
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8 面; 25
公分 .-- (漫畫科學先修班) .-- ISBN
978-957-658-528-9 (平裝) NT$30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極祕設定集 / 文煌, 周文杰作 ; 氧氣
工作室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
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X 星際探險隊) .-- ISBN
978-986-301-996-1 (平裝) NT$28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圖解自然科學工程大百科 / 英國 DK
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
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283-1 (精
裝) NT$780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超科少年. 7 : 特斯拉 / 好面, 友善文
創漫畫 ; 胡佳伶文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984-4 (平裝) NT$350
1.特斯拉(Tesla, Nikola, 1856-1943) 2.
科學家 3.傳記 4.漫畫 308.9
超科少年. 8 : 愛達 / 好面, 友善文創
漫畫 ; 胡佳伶文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851 (平裝) NT$350
1.愛達(Lovelace, Ada, 1815-1852) 2.科
學家 3.傳記 4.漫畫 308.9

數學
3 小時讀通基礎數學 / 根上生也著 ;
謝仲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科學視界 ; 254) .-- ISBN 978986-5408-53-4 (平裝) NT$320
1.數學 310
數學女孩秘密筆記. 學習對話篇 / 結
城浩著 ; 衛宮紘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數學館 ; 39) .-- ISBN 978986-5408-54-1 (平裝) NT$320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310
數學實用定理 : 擺脫死背解題!養成
數學的思考方式,日常生活中受用無
窮的實用定理! / 小宮山博仁著 ; 黃
姿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 (知的! ; 179) .-- ISBN 978-986-558249-4 (平裝) NT$350
1.數學 310
Maple 程式設計 / 葉倍宏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工
程系, 11003 .-- 4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416-6-5 (平裝) NT$500
1.Maple(電腦程式) 2.數學 3.電腦程
式 310.29
線性代數 / Howard Anton, Chris Rorres,
Anton Kaul 原著 ; 陳福坤編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
11004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8-282-7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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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線性代數

313.7

線的狂想曲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54-23-1 (平裝)
1.線 2.幾何 3.通俗作品 316
初等微分幾何講稿 / 黃武雄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新迪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344-6-7 (平裝) NT$380
1.微分幾何 318.8
機率思考 : 大數據時代,不犯錯的決
斷 武 器 / 羅 伯 . 麥 修 斯 (Robert
Matthews)著 ; 高英哲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11-77-7 ( 平 裝 )
NT$450
1.機率論 2.通俗作品 319.1
*人生就是賽局 : 透視人性、預測行
為的科學 / 費雪(Len Fisher)著 ; 林俊
宏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天地 ; 176) .-ISBN 978-986-525-099-7 ( 平 裝 )
NT$350
1.博奕論 2.合作 319.2

電腦資訊科學
計算機組成原理 : 基礎知識揭密與
系統程式設計初步 / 北極星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52-0 (平裝) NT$550
1.電腦 312
計算機概論 : 科技新世界 / 王麗琴,
郭欣怡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8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63-8 (平
裝)
1.電腦 312
計算機概論 : 資訊素養大補帖 / 趙坤
茂, 張雅惠, 黃俊穎, 黃寶萱著 .-- 十六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664-5 (平裝)
1.電腦 312
新世代計算機概論 : 含 ICT 計算機綜
合能力國際認證 Essentials Level / 陳
恩航, 楊進雄, 賴寶傑編著 .-- 二版 .--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4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212-2 (平裝)
1.電腦 312
概念股夯什麼?從零開始的 IT 圖鑑 :
智慧型手機、AI 人工智慧、3D 列印、
半導體、虛擬貨幣......讓你從基礎科
技入門,明白概念股到底在夯什麼。
/ 三津田治夫監修 ; 岩崎美苗子內文 ;
林信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(Biz ; 358) .-- ISBN 978-986-554896-4 (平裝) NT$390
1.資訊科技 2.資訊社會 312
數位科技概論滿分總複習 / 旗立資
訊研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
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6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51-3 (平
裝)
1.數位科技 312
資訊法 / 楊智傑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07-7 (平裝) NT$480
1.資訊法規 2.智慧財產權 3.電子商
務 312.023
計算機組織/結構 / 葉明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竹市 : 偉文出版社, 11003 .-68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879-5-3 (上冊:平裝) NT$780
1.電腦結構 312.122
AWS Lambda 程式設計 / John Chapin,
Moke Roberts 原著 ; 李逸祥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7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81-0 (平裝)
1.雲端運算 312.136
AWS 雲端 LINUX 建置入門 / 山下光
洋原著 ; 陳亦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827 (平裝)
1.雲端運算 2.作業系統 312.136
比 Docker 再高階一步 : 使用 Harbor
完成 Helm Chart 容器及鏡像雲端原
生管理 / 張海寧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1-89-1 (平裝) NT$880
1.雲端運算 2.電子資料處理
312.136

淺談邊緣運算 : 智慧生活大趨勢 /
AI4kids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5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69-0 (平
裝)
1.雲端運算 312.136

Java 程式設計. Applet 篇 / 葉倍宏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崑山科技大學
電子工程系, 11003 .-- 56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0-0-6 (平裝)
NT$550
1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J3

CCNA 200-301 專業認證手冊. Volume
1 / Wendell Odom 原著;何旻諾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8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80-3 (平裝)
1.通訊協定 2.電腦網路 3.考試指南
312.16

Python x Excel VBA x JavaScript : 網路
爬蟲 x 實戰演練 / 廖敏宏(廖志煌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769-8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EXCEL(電
腦程式) 3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P97

網路小神通 / 巨岩出版編輯群, 懂得
資訊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巨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806-551 (平裝附光碟片)
1.網際網路 312.1653
前端三十 : 成為優秀前端工程師的
30 招實用技 / 朱信穎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745-2 (平裝) NT$500
1.網頁設計 2.全球資訊網 312.1695
頂級網站技術長高度 : 前端工程進
階大師指南 / 侯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6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1-87-7 (平裝) NT$880
1.網頁設計 2.全球資訊網 312.1695
大規模重構 : 奪回源碼庫的控制權 /
Maude Lemaire 著 ; 黃銘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78-0 (平裝)
1.軟體研發 2.電腦程式設計 3.物件
導向程式 312.2
C 程 式 語 言 與 實 習 : 使 用 Visual
Studio 2019 / 葉倍宏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,
11003 .-- 41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416-9-6 (平裝) NT$420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Visual C++ 程 式 設 計 : 使用 Visual
Studio 2019 / 葉倍宏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,
11003 .-- 49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416-7-2 (平裝) NT$500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
19

Python 功力提升的樂趣 : 寫出乾淨程
式碼的最佳實務 / Al Sweigart 原著 ;
H&C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71-1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Python 程式設計講義與程式集錦 / 張
丁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
局, 11003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3-127-9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用 Python 學 AI 機器視覺 : 運用邊緣
運算實作影像分類與物件追蹤 / 施
威銘研究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
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67-6 (平
裝) NT$1799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人工智慧
312.32P97
爬蟲在手資料我有 : 30 天 Scrapy 爬
蟲實戰 / 簡學群著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 ISBN 978-986-434-743-8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AutoCAD 3D 電腦繪圖武功祕笈 / 廖
高德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04 .- 50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139-9 (平裝)
1.AutoCAD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A97
Excel 函數庫最完整職場應用王者歸
來 / 洪錦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
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5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1-90-7 (平
裝) NT$680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
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: Microsoft
Excel Associate Exam MO-200 / 王仲麒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767-4 (平裝)
1.EXCEL 2019(電腦程式) 2.考試指南
312.49E9
一圖秒懂 Excel 最強商用圖表實用基
礎版 : 讓圖自己會說話,1 秒內表達重
點! / 龍逸凡, 王冰雪作 .-- 新北市 : 大
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21-6 (平裝)
NT$280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舞動 Excel 2010 試算表中文版 / 黃景
增作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
11004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15-467-6 (平裝附光碟片)
1.EXCEL 2010(電腦程式) 312.49E9
Minitab 與統計分析 / 陳正昌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6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566-7 ( 平 裝 )
NT$680
1.Minitab(電腦程式) 2.統計分析
312.49M54
Project 專案管理設計寶典 / 立雅科技
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4 .-- 57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669 (平裝)
1.Project(電腦程式) 312.49P73
以 PMP 觀點 : 專案經理工具箱 / 李
育文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
11003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15-464-5 (平裝)
1.Project 2013(電腦程式) 2.專案管理
312.49P73
SOLIDWORKS 工 程 圖 培 訓 教 材 /
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.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6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4-751-3 (平裝)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S678
SOLIDWORKS 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
材 /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
Corp.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76 面; 26 公
分 .-- 2021 繁體中文版 .-- ISBN 978986-434-750-6 (平裝)
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S678
Visio 2019 商業圖表繪製 / 張家盛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54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24-5 (平裝)
NT$500
1.VISIO 2019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V53
ESP32 物聯網產品套件開發與專案
實作 / 李宜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6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704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.物聯
網 312.52
跟著 iOS Developer 一起學寫 Android
App / 謝騰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47-6 (平
裝) NT$500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.行動
資訊 312.52
作業系統精論 / Abraham Silberschatz,
Peter Baer Galvin, Greg Gagne 原著 ; 吳
庭育, 駱詩軒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新加坡
商約翰威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5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56-8 (平裝)
1.作業系統 312.53
實戰 VMware vSphere 7 部屬與管理 /
顧武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5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79-7 (平裝)
1.作業系統 2.電腦軟體 312.54
大數據優秀應用解決方案案例工業、
能源、交通卷 / 尹麗波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 11004 .-- 360
面; 27 公分 .-- (龍視界 ; PHM001) .-ISBN 978-986-99055-9-6 ( 平 裝 )
NT$680
1.大數據 2.科學技術 3.中國 312.74
生活資安五四三! : 從生活周遭看風
險與資訊安全 / 羅正漢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744-5 (平裝) NT$500
1.資訊安全 312.76
改變歷史的加密訊息 / 彭偉皓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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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46-9 (平裝) NT$400
1.資訊安全 312.76
資通安全法律案例彙編. 第 17 輯 / 李
婉萍, 黃文彥, 陳宏志, 王偉哲, 蕭崴
仁著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
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, 11003 .-- 16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10-4 (平
裝)
1.資訊安全 2.資訊法規 312.76
UNITY 程式設計敎戰手冊 / 盛介中,
邱筱雅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1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67-4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820
1.電腦遊戲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8
人工智慧 : 8 堂一點就通的基礎活用
課 / 胡昭民, 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742-1 (平裝)
1.人工智慧 312.83
人工智慧開發第一步. 硬體建置篇 =
First step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t
development-hardware installation and
configuration / 曹永忠, 郭耀文, 許智誠,
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
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91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592-750-9 (平裝) NT$250
1.人工智慧 2.機器學習 312.83
人工智慧導論 / 徐潔磐編著 ; 陳俊成,
何敏煌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21-4 (平
裝)
1.人工智慧 312.83
從程式員到 AI 專家 : 寫給程式員的
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指南 / Laurence
Moroney 著 ; 賴屹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777-3 (平裝)
1.人工智慧 2.機器學習 312.83
Kaggle 大師教您用 Python 玩資料科
學,比賽拿獎金 / 石原祥太郎, 村田秀
樹原著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681 (平裝)

1.機器學習 2.資料探勘 3.Python(電
腦程式語言) 312.831
最踏實 AI 之路 : 全白話機器學習一
次搞懂 / 黃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1-884 (平裝) NT$780
1.機器學習 2.人工智慧 312.831
熱血啟航!Python 資料科學 : 機器學
習實戰探索 / 陳宗和, 王雅惠, 陳瑞泓,
楊清鴻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65-2 (平裝)
NT$599
1.機器學習 2.資料探勘 3.Python(電
腦程式語言) 312.831
輕鬆學自然語言處理 : 電腦這樣理
解語言 / AI4kids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668-3 (平裝)
1.自然語言處理 2.人工智慧
312.835
與熊共舞 : 軟體專案的風險管理 / 湯
姆.狄馬克(Tom DeMarco), 提摩西.李
斯特(Timothy Lister)著 ; 錢一一譯 .-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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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72 面;
23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26) .-- ISBN
978-986-06116-9-4 (平裝) NT$480
1.軟體研發 2.風險管理 312.92
舞動倉頡輸入法 / 數位內容工作室
作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
11004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15-465-2 (平裝)
1.輸入法 312.929T7

天文學
夜遊太空世界 / YOYO Studio 作.插畫 ;
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 面; 23X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8-77-5 (活頁裝)
NT$360
1.天文學 2.宇宙 3.通俗作品 320
給我一點太空! / 菲利普.邦廷(Philip
Bunting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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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13-8770-3
(精裝)
1.天文學 2.宇宙 3.通俗作品 320
魔法校車. 3 : 太陽系迷航記 / 喬安娜.
柯爾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
(Bruce Degen)圖 ; 游能悌, 陳杏秋譯 .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8 面; 21X26 公
分 .-- 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957-329018-6 (精裝) NT$320
1.太陽系 2.通俗作品 323.2
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4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2-466-1 (平裝) NT$350
1.量子力學 331.3
一看就懂的 1mm 圖鑑 = The visual
guide to 1mm / 稻葉茂勝撰文 ; 兒童俱
樂部編 ; 宋碧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10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03903-8 (精裝)
1.度量衡 331.8

*眺望時間的盡頭 : 心靈、物質以及
在演變不絕的宇宙中尋找意義 / 布
萊恩.葛林(Brian Greene)作 ; 蔡承志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鷹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44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8-0-4 (精
裝) NT$600
1.宇宙 2.物理學 323.9

聽見行銷力 : 從企業品牌形象到銷
售策略,利用聲音的力量造你的絕對
優勢! / ミテイラー千穂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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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34-56-1 ( 平 裝 )
NT$360
1.聲音 334

魔法校車. 7 : 穿越颱風 / 喬安娜.柯爾
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(Bruce
Degen)圖 ; 蔡青恩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60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22-3 (精裝)
NT$320
1.颱風 2.通俗作品 328.55

基本電學(含實習)統測完全攻略 / 陸
冠奇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030 (平裝)
1.電學 2.電路 337

失控的地球氣候 / 尼爾. 雷登(Neal
Layton)文.圖 ; 范媛媛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0 面; 26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0-16-3 (精裝)
1.全球氣候變遷 2.繪本 328.8
魔法校車. 12 : 氣候大變遷 / 喬安娜.
柯爾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
(Bruce Degen)圖 ; 陳采瑛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8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27-8 (精裝)
NT$320
1.氣候變遷 2.通俗作品 328.8

物理
原子中的幽靈 : 從愛因斯坦的惡夢
到薛丁格的貓,看八位物理學家眼中
的量子力學 / 保羅.戴維斯(P. C. W.
Davies), 朱利安.布朗(Julian R. Brown)
著 ; 史領空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貓
頭鷹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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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電學攻略本 / 李文源, 李協衛, 鄭
曜鐘, 林金龍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
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55-1 (上
冊:平裝)
1.電學 2.電路 337
基本電學含實習絕殺講義 / 高偉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0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85-256-8 (平裝)
1.電學 2.電路 337
魔法校車. 9 : 電路大冒險 / 喬安娜.柯
爾 (Joanna Cole) 文 ; 布 魯 斯 . 迪 根
(Bruce Degen)圖 ; 冶海孜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52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24-7 (精裝)
NT$320
1.電路 2.通俗作品 337.953

地質學
我的 STEAM 翻翻書 : 哇!原來是這樣!
神祕的地球 / 智慧鳥作.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5 .-- 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5-06-3 (精裝) NT$380
1.地球科學 2.通俗作品 350
魔法校車. 2 : 鑽入地底 / 喬安娜.柯爾
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(Bruce
Degen)圖 ; 游能悌, 陳杏秋譯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48 面; 21X26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17-9
(精裝) NT$320
1.地球科學 2.地質學 3.通俗作品
350
魔法校車. 1 : 小水滴大旅行 / 喬安娜.
柯爾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
(Bruce Degen)圖 ; 治海孜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8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16-2 (精裝)
NT$320
1.水 2.通俗作品 350.8
魔法校車. 4 : 潛進海龍宮 / 喬安娜.柯
爾 (Joanna Cole) 文 ; 布 魯 斯 . 迪 根
(Bruce Degen)圖 ; 蔡青恩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8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19-3 (精裝)
NT$320
1.海洋學 2.通俗作品 351.9
恐龍大奧祕 / 崔有聖文 .-- 新北市 : 人
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176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5500-10-8 (精裝) NT$280
1.爬蟲類化石 2.通俗作品 359.574
魔法校車. 5 : 拜訪恐龍王朝 / 喬安娜.
柯爾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
(Bruce Degen)圖 ; 游能悌, 陳杏秋譯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2 面; 21X25 公
分 .-- 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957-329020-9 (精裝) NT$320
1.爬蟲類化石 2.通俗作品 359.574

生物學
魔法校車. 13 : 人類大演化 / 喬安娜.
柯爾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
(Bruce Degen)圖 ; 王心瑩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60 面; 21X26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11-7 (精裝)
NT$320

1.人類演化 2.通俗作品

362

海洋生物小百科 / 陳獨, 陳蕙欣, 陳湄
玲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44 面;
17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3-961 (精裝) NT$180
1.海洋生物 2.通俗作品 366.9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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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0 面; 24X26 公分 .-- (知
識滴 ; 32) .-- ISBN 978-957-9529-81-5
(精裝) NT$360
1.病毒學 2.繪本 369.74

海洋解剖書 : 超過 650 幅海洋博物繪,
帶你深入淺出,全方位探索洋流、地
形、鯨豚等自然知識 / 茱莉亞.羅思
曼(Julia Rothman)著 ; 王曼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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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64-2 (平裝)
NT$399
1.海洋學 2.海洋生物 3.通俗作品
366.98

病毒不是故意的?! : 認識傳染病大小
事 / 林大利著 ; 玉子日記繪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08 面; 20X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33-8 (精裝)
NT$499
1.病毒學 2.傳染性疾病 3.通俗作品
369.74

大專生態學 / 陳南宏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揚出版社, 11004 .-- 39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9-965-0 (平
裝) NT$500
1.生態學 367

台灣本土青草實用解說 / 翁義成著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翁義成出版 : 一順
青草店經銷, 11004 .-- 24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43-4 (平裝)
NT$800
1.藥用植物 2.青草藥 3.臺灣 376.15

天然災害紀實. 2020 = Natural disaster
yearbook / 張志新, 于宜強, 王俞婷, 朱
崇銳, 江申, 何瑞益, 吳佳純, 吳宜昭,
李士強, 林又青, 林媺瑛, 林聖琪, 施
虹如, 柯孝勳, 柯明淳, 梁庭語, 郭文
達, 陳偉柏, 傅鏸漩, 黃柏誠, 葉森海,
劉哲欣, 蔡佳穎, 魏曉萍, 蘇元風作 .-新北市 :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,
11004 .-- 95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36-25-4 (平裝)
1.自然災害 367.28
我的 STEAM 翻翻書 : 哇!原來是這樣!
海洋大揭祕 / 智慧鳥作.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5-04-9 (精裝) NT$380
1.海洋學 2.海洋生物 3.通俗作品
367.89
人類的抄襲動物事件簿 / 克里斯汀
安娜.多里翁(Christian Dorion)文 ; 歌
夏.海爾巴(Gosia Herba)圖 ; 劉維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1 .-- 8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203-904-5 (精裝)
1.生物技術 2.仿生學 3.動物 4.通俗
作品 368
我的祕密敵人 : 病毒 / 馬莉歐娜.托洛
薩.斯特雷(Mariona Tolosa Sisteré)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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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學

臺灣中草藥圖鑑及驗方 = Illustration
and formula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
in Taiwan / 黃世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文興印刷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
臺中市藥用植物研究會發行, 11004 .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神農嚐百草 ;
SN05) .-- ISBN 978-986-6784-40-8 (平
裝) NT$400
1.藥用植物 2.植物圖鑑 3.驗方 4.臺
灣 376.15025
*巴西蘑菇功效之科學驗證研究 / 楊
啟裕, 洪鈺雯, 林憲秋, 鍾玉山, 李昆
達, 張芳毓, 林書安, 羅偉哲, 徐子琹
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
技社會公益基金會, 11003 .-- 64 面; 29
公分 .-- (中正基金會專題研究報告 ;
33) .-- ISBN 978-986-96567-1-9 (平裝)
NT$500
1.菇菌類 2.產業發展 379.1

動物學
可愛的動物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54-22-4 (平裝)
1.動物 2.通俗作品 380

我的 STEAM 翻翻書 : 哇!原來是這樣!
動物的祕密 / 智慧鳥作.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5-05-6 (精裝) NT$380
1.動物 2.通俗作品 380
和動物做朋友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
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4-20-0 (平裝)
1.動物 2.通俗作品 380
來逛動物園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54-21-7 (平裝)
1.動物 2.通俗作品 380
動物的生死博奕 = Life and death :
animals' gambit of survival / 徐仁修作 .- 新竹縣芎林鄉 : 財團法人荒野基金
會, 11005 .-- 224 面; 28 公分 .-- (與大
自 然 捉 迷 藏 ; 2) .-- ISBN 978-98692347-6-4 (精裝) NT$550
1.動物行為 2.通俗作品 383.7
動物最強王圖鑑 / 實吉達郎監修 ; 平
井敏明繪 ; 許郁文譯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43-784-1 (平裝)
1.動物圖鑑 2.通俗作品 385.9
滅絕動物最強王圖鑑 / 實吉達郎監
修 ; 平井敏明繪圖 ; 許郁文譯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243-786-5 (平裝)
1.動物圖鑑 2.通俗作品 385.9
魔法校車. 8 : 蜂巢歷險記 / 喬安娜.柯
爾 (Joanna Cole) 文 ; 布 魯 斯 . 迪 根
(Bruce Degen)圖 ; 蔡青恩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60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23-0 (精裝)
NT$320
1.蜜蜂 2.通俗作品 387.781
鳥在詩詞中 / 顏重威著 .-- 第一版 .-臺中市 :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,
11004 .-- 316 面; 19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0-06-0 (平裝) NT$400
1.鳥類 2.詩詞 388.8
燕子回家 / 黃玉玲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小光點, 11005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7-75-5 (精裝)
1.雀形目 2.繪本 388.894
抹香鯨 = Physeter macrocephalus / 蔡
政修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44-6 (平裝)
NT$180
1.齒鯨亞目 389.74
狼 = Gray wolf / 近藤雄生, 澤井聖一
作 ; 蔣詩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
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20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484-2 (精裝) NT$1280
1.狼 2.犬科 389.812

人類學
毛髮趣史 : 簡單的毛髮 不簡單的故
事 / 曾海帆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21-5 (平
裝) NT$350
1.毛髮 2.歷史故事 391.34
我的 STEAM 翻翻書 : 哇!原來是這樣!
身體的祕密 / 智慧鳥作.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5-07-0 (精裝) NT$380
1.人體解剖學 2.通俗作品 394
魔法校車. 6 : 人體神秘遊 / 喬安娜.柯
爾 (Joanna Cole) 文 ; 布 魯 斯 . 迪 根
(Bruce Degen)圖 ; 蔡青恩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8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21-6 (精裝)
NT$320
1.人體學 2.人體解剖學 3.通俗作品
394
骨關節解剖全書. 上肢篇 / 柯龐齊作 ;
黃崇舜, 徐其昭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67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275-7 (平裝) NT$800
1.關節 2.人體解剖學 394.27
骨關節解剖全書. 下肢篇 / 柯龐齊作 ;
胡碧嬋, 江幸鎂, 方奕瑋, 魏美穎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3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76-4 (平裝)
NT$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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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關節 2.人體解剖學

394.27

骨關節解剖全書 : 脊柱、骨盆與頭
部 / 柯龐齊作 ; 鄭鴻衛, 郭涵博, 沙布
魯比, 黃馨弘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3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277-1 (平裝) NT$800
1.關節 2.人體解剖學 394.27
大腦不受教,只受啟發 : 活用腦科學
啟導精明大腦 / 約瑟夫.歐康納
(Joseph O'Conner), 安德莉雅.拉格絲
(Andrea Lages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63-3 (平
裝) NT$380
1.腦部 2.神經學 394.911
我的身體真厲害 / 曹華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4-14-9 (平裝)
1.人體生理學 2.通俗作品 397
從頭到腳都好棒 / 曹華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4-16-3 (平裝)
1.人體生理學 2.通俗作品 397
聽!身體在說話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
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4-15-6 (平裝)
1.人體生理學 2.通俗作品 397
青春期小女孩的第一本身體心理小
祕密 / 陳文晴作 ; 趙蘊華繪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1-282-4 (平裝)
1.青春期 2.性教育 3.女性 397.1
Girls'Talk 女生的悄悄話 : 女生的性徵、
外貌、性與心事 / 翼大文.圖 ; 林玗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36-4 (平裝)
NT$320
1.青春期 2.性教育 3.女性 397.13
魔法校車. 10 : 感官大探索 / 喬安娜.
柯爾(Joanna Cole)文 ; 布魯斯.迪根
(Bruce Degen)圖 ; 蔡青恩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60 面; 21X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25-4 (精裝)
NT$320

1.神經生理學 2.感覺生理 3.通俗作
品 398.2
我的超級救援隊 : 血液 / 馬莉歐娜.托
洛薩.斯特雷(Mariona Tolosa Sisteré)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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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0 面; 24X26 公分 .-- (知
識滴 ; 33) .-- ISBN 978-957-9529-82-2
(精裝) NT$360
1.血液 2.繪本 398.32
神奇的維生素 D3 和謎樣的 K2 / 魏華
儀著 .-- 臺北市 :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98859-9-7
(平裝) NT$300
1.維生素 D 2.營養 399.64
你為什麼是你? : 破解遺傳密碼的
DNA 之書 / 艾莉森.伍拉德, 蘇菲.吉
爾伯特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72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09-5-1 (精裝)
1.DNA 2.遺傳工程 3.通俗作品
399.842

應用科學類
醫藥
貧 困 醫 療 化 / Lois Shepherd, Robin
Fretwell Wilson 主編 ; 石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509-8 (平裝) NT$480
1.醫療社會學 2.貧困 410.15
生活之道 / 威廉.奧斯勒(William Osler)
著 ; 鄧伯宸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立
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88 面;
21 公分 .-- (世界公民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360-172-2 (平裝) NT$520
1.醫學倫理 2.醫病關係 3.文集
410.1619
牙齒爆炸之謎 : 恐怖離奇的手術、
從怪病中奇蹟復原、詭異荒誕的治
療方式......真實發生在醫療史上的光
怪陸離事件簿 / 湯瑪斯.莫利斯
(Thomas Morris)作 ; 田菡譯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5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臉

譜書房 ; FS012) .-- ISBN 978-986-235913-6 (平裝) NT$400
1.醫學史 2.通俗作品 410.9
我想過得比去年好一點 : 每個月改
變一件小事,讓自己更健康、更快樂
的生活提案 / 珍妮佛.艾希頓(Jennifer
Ashton)著 ; 蔡心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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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99-2 (平裝)
1.健康法 2.生活指導 411.1
別讓幽靈血管找上你 : 33 招血管修
復術,遠離老化、糖尿病、失智症 /
高倉伸幸作 ; 楊毓瑩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健康 ; B491) .- ISBN 978-986-5408-55-8 ( 平 裝 )
NT$320
1.健康法 2.保健常識 411.1
穿馬靴的天使 / 維朗 Viram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靛藍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4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29-4-1 (平裝) NT$500
1.健康法 411.1
習慣致命 : 潛伏在暗處的健康刺客,
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/ 許承翰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624-3 (平
裝) NT$350
1.健康法 2.生活指導 411.1
當一隻健康的社畜 : 遠離辦公室的
「細菌培養皿」,生病了你還怎麼賺
錢! / 溫亞凡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0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626-7 (平裝) NT$380
1.健康法 2.生活指導 411.1
流動瑜伽 : 打造好體態、修復壞情
緒的全天日常練習 / 何雨涵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出版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5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15-9-4 ( 平 裝 )
NT$399
1.瑜伽 411.15
能活 100 歲 / 劉榮奇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(古學今
用 ; 145) .-- ISBN 978-986-392-373-2
(平裝) NT$4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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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長生法 2.健康法 3.中老年人保健
411.18
香氣腦科學 : 教你如何利用「香氣」
刺激大腦,揭開情緒、學習、人際關
係與病痛的 60 個腦內祕密 / 文濟一
著 ; 陳曉菁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8090-7 (平裝) NT$360
1.健腦法 2.芳香療法 411.19
讓大腦更健康的 77 個妙招 / 烏里西.
史特倫茲(Ulrich Strunz)著 ; 黃淑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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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6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85-5 (平
裝) NT$350
1.腦部 2.健腦法 411.19
吃對食物才會健康 / 何一成, 林君玉,
蕭千祐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63-2 (平
裝) NT$450
1.健康飲食 2.營養 3.食療 411.3
趣味營養學 : 對身體健康及減肥都
有幫助!澈底解說最強飲食法、食材
料理法! / 牧野直子著 ; 張資敏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知的! ;
178) .-- ISBN 978-986-5582-54-8 (平裝)
NT$350
1.營養 2.營養學 411.3
癌症的最終解答. 首部曲, 18 年奮鬥
打造最佳的保健食品 / 張金鐘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張金鐘, 11005 .-- 2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734 (平裝) NT$300
1.健康食品 2.癌症 411.3
營養學概論 : 美容與健康 / 汪曉琪,
宋威徹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60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46-1 (平
裝) NT$470
1.營養學 2.美容 411.3
一週 12 分鐘,高強度健身科學 : 翻轉
健身模式,5 大項訓練 x12 分鐘,革命
性的高效重訓計畫 / 道格.麥格夫
(Doug McGuff), 約 翰 . 利 特 爾 (John
Little)著 ; 陳莉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
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4 .-- 30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467-4 (平裝)
NT$450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3.減重
411.711
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/ 馬克.
羅倫(Mark Lauren)著 ; 崔宏立譯 .--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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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82-39-8 ( 平 裝 )
NT$380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411.711
珍珍教練的 40+50+60+增肌慢老重訓
課 / 珍珍教練(施怡如)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
樹 ; 158) .-- ISBN 978-986-507-374-9
(平裝) NT$400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411.711
增肌健身科學 : 以研究為基礎,一週
12 分鐘的肌力訓練、健美運動與完
全 健 身 計 畫 / 道 格 . 麥 格 夫 (Doug
McGuff), 約翰.利特爾(John Little)著 ;
陳莉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4 面;
23 公分 .-- (健康樹 ; 159) .-- ISBN 978986-507-334-3 (平裝) NT$450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411.711
彈性阻力帶肌力訓練大全 / Phil Page,
Todd Ellenbecker 作 ; 林晉利, 萬明岳
譯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2-666-9 (平裝) NT$500
1.運動訓練 2.健身運動 411.711
踮踮腳,抗老化 : 3 秒回春術!奧運強
化教練教你世界最快速姿勢改善法 /
飯田潔著 ; 林佩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052-0 (平裝) NT$280
1.姿勢 2.健康法 411.75
告 別 成 癮 / 斯 坦 頓 . 皮 爾 (Stanton
Peele), 查克.羅茲(Zach Rhoads)著 ; 吳
夢陽, 徐定, 奚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4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0814-2 (平裝) NT$420
1.成癮 2.戒癮 3.藥物濫用 411.8
減醣 x 輕斷食雙重效果瘦身 / 清水泰
行作 ; 胡家齊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出版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(Joy cooking ; 143) .- ISBN 978-986-6210-77-8 ( 平 裝 )
NT$380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3.食譜 411.94
瘦出好體質 : 一輩子受用的中醫享
瘦聖經 / 陳建輝, 蕭善文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5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493 (平裝) NT$380
1.減重 2.中醫 411.94
讓腦袋教你瘦 : 不能不知的增肌減
脂常識+25 招燃脂運動 / 何有羿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6-043-9 ( 平 裝 )
NT$280
1.減重 2.健身運動 3.健康飲食
411.94
戰役浮生錄 : 新冠病毒威震八方的
省思 / 莊錦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853-3 (平裝) NT$300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病毒感染
412.471
疫苗的故事 / 管家琪著 ; 吳嘉鴻繪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
社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管家
琪作品集. 文化素養 ; 1) .-- ISBN 978986-06242-3-6 (平裝) NT$350
1.疫苗 2.預防接種 3.通俗作品
412.484
百貨零售業職場肌肉骨骼健康管理
推廣研究 = The promotion of the health
management models for work-related
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in retail
industry / 謝曼麗, 王子娟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0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11-4 ( 平 裝 )
NT$250
1.勞工衛生 2.勞工傷害 412.53
我國勞工從事輪班、夜間及長時間
及其他異常工作者罹患腦心血管疾
病 之 先 導 研 究 = Research on the
cerebrocardiovascular disease of workers
engaged in shift work, night work, long
work and other abnormal work / 李貞嫺,
朱柏青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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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 23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6-12-1 (平裝) NT$35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作業環境原料與空氣中二氧化矽濃
度 相 關 性 暴 露 硏 究 = Study of
occupational exposure and correlation
between crystalline silica contents in raw
materials and those in airborne dusts at
workplaces / 錢葉忠, 王政朝, 楊崇貴,
蘇育揚, 鐘順輝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7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09-1 (平裝) NT$3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紡織業勞工危害暴露評估 = Labor
hazard exposure assessment in the textile
industry / 李貞嫺, 陳鑫昌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20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13-8 ( 平 裝 )
NT$35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樹脂製造業化學桶槽之人工投料危
害暴露評估及介入控制研究 =
Hazard exposure assessment and
intervention control for manual material
feeding of chemical tanks in the resin
manufacturing industry / 吳俊德, 戴聿
彤, 陳婕媁, 彭君傑, 鐘順輝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
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2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08-4 (平裝)
NT$3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職業病流行病學大數據資料庫整合
機制與研究方法論之建構 =
Development
of
an
integration
mechanism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
for a big data database of occupational
disease epidemiology / 洪敬宜, 邱弘毅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213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19-0 (平
裝) NT$33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病 3.研究方法
412.53
肌膚的事,讓專業的來! : 謝旭東醫師
教你正確護膚,讓你晶瑩透亮 / 謝旭
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6-4-5 (平裝)
NT$350
1.中醫 2.美容 413

ISBN 978-986-373-555-7 ( 平 裝 )
NT$450
1.中醫 2.養生 3.婦女健康 413.21

微妙的均衡 : 传统医学理论的系统
学诠释 / 叶梗梗着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2
面; 30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微
妙的均衡: 傳統醫學理論的系統學詮
釋 .-- ISBN 978-986-5488-27-7 (平裝)
NT$590
1.中醫 413

零傷害,中醫治療癌症 : 用現代免疫
學解讀中醫治癌的智慧 / 陳博聖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(CARE ; 58) .-- ISBN 978-957-138828-1 (平裝) NT$380
1.中醫治療學 2.癌症 3.免疫學
413.37

中醫到底行不行 / 杜李威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Care ; 68) .-- ISBN 978-986-5549-82-4
(平裝) NT$380
1.中醫 2.文集 413.07

105 歲針灸大師行醫八十年治癒百病
的祕密 / 金南洙著 ; 盧鴻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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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96 面; 22 公
分 .-- (眾生 ; JP0181) .-- ISBN 978-98606415-1-6 (平裝) NT$480
1.針灸 413.91

風起雲湧 / 宋和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菩提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36
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醫學傳奇 new 系
列 ; 1) .-- ISBN 978-957-9603-40-9 (平
裝) NT$350
1.中醫 413.1
黃帝內經精要九講 / 馬烈光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(Health+ ; 161) .-- ISBN 978-986-062265-2 (平裝) NT$420
1.內經 2.中醫典籍 3.注釋 413.11
老中醫教你二十四節氣養生 / 謝文
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
出版社, 11005 .-- 318 面; 21 公分 .-(休閒保健叢書 ; 51) .-- ISBN 978-98698051-6-2 (平裝) NT$330
1.中醫 2.養生 3.節氣 413.21
免除疾病 / 陳潮宗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人
生 ; 201) .-- ISBN 978-986-06101-4-7
(平裝) NT$380
1.中醫 2.養生 3.健康法 413.21
逆齡養生 : 調脾胃、養氣血,女醫師
教你如何老得慢 / 韓學傑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健
康 ; 489) .-- ISBN 978-986-5408-52-7
(平裝) NT$320
1.中醫 2.養生 3.婦女健康 413.21
補足氣血 疾病遠離你 / 孫立彬文 .-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

按摩解剖書 / 艾比.埃爾渥斯(Abby
Ellsworth), 佩吉.奧特曼(Peggy Altman)
著 ; 賴孟怡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9-894-7 (平裝) NT$390
1.按摩 2.人體解剖學 413.92
健康生活實用美容經絡 / 張逸蓁作 .- 新北市 : 張逸蓁, 11003 .-- 18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26-7 (平裝)
1.按摩 2.經絡 3.美容 413.92
6 種體質對症食療 / 健康中國名家論
壇編委會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59-5 (平
裝) NT$430
1.中醫 2.食療 3.養生 413.98
湯療養生祕方 / 楊玲, 于雅婷文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3-566-3 (平裝) NT$450
1.食療 2.湯 3.藥膳 4.養生 413.98
69 種刮痧自療法 / 陳飛松, 鄭書敏
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5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62-5 (平裝)
NT$450
1.刮痧 413.99
即時超音波核心教案 = Point-of-care
ultrasound : a core teaching file / 余忠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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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甯傑, 陳建倫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, 11003 .-486 面; 23 公分 .-- (醫學科學叢書 ;
37) .-- ISBN 978-986-5452-50-6 (精裝)
NT$1050
1.超音波學 415.2168
病菌實驗室 / 理查.普雷特(Richard
Platt)著 ; 約翰.凱利(John Kelly)繪 ; 張
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45-0 (精裝)
1.傳染性疾病 2.通俗作品 415.23
瘟疫是讓人學習彼此相愛 : 利未記
與瘟疫學 / 張文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 11004 .-- 160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785-9 (平
裝)
1.病毒性感染疾病 415.23
蒼白騎士 : 1918 年西班牙流感及其
對世界的改變 / 蘿拉.史賓尼(Laura
Spinney)著 ; 陳芳智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司發行, 11004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(悅讀 健康 ; 160) .-- ISBN 978-98699816-8-2 (平裝) NT$450
1.流行性感冒 2.歷史 3.流行病學
415.237
養心中醫. 上 : 百病由心生,養心安神
/ 楊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
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采實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15-5-6 (平裝)
NT$320
1.心臟病 2.中醫 3.健康法 415.31
養心中醫. 下 : 控三高,對症養心秘方
/ 楊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
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采實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7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15-6-3 (平裝)
NT$320
1.心臟病 2.中醫 3.健康法 415.31
久坐久站小心肺栓塞 / 楊興生, 孫靜
平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塊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 21 公
分 .-- (實用生活 ; 57) .-- ISBN 978-98699685-2-2 (平裝) NT$220
1.肺血管疾病 2.保健常識 415.467
當呼吸化為空氣 / 保羅. 卡拉尼提
(Paul Kalanithi)著 ; 唐勤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人生顧問) .-- ISBN 978-957-13-88793 (平裝) NT$320
1.肺癌 2.病人 3.傳記 415.4682
*腎上腺疾病新知 / 社團法人中華民
國內分泌學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,
11003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559-3-1 (平裝)
1.腎上腺疾病 415.664
血糖(糖尿病)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/
井藤英喜監修 ; 林雅惠翻譯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日本
名醫問診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8606058-4-6 (平裝) NT$300
1.糖尿病 2.健康法 415.668
糖尿病降糖常備菜 145 道 / 向紅丁,
張曄, 成向東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7-13 (平裝) NT$320
1.糖尿病 2.健康飲食 3.食譜
415.668
判斷早期腎功能異常新指標之研究 /
林元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林元灝,
11004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52-9 (平裝)
1.腎臟疾病 415.81
吃對黑巧克力,血糖、血壓一起降!誰
說糖尿病、高血壓、肥胖患者不能
吃甜食? / 栗原毅著 ; 婁愛蓮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5 .-- 19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93-23 (平裝) NT$360
1.糖尿病 2.食療 3.巧克力 415.85
推動失智友善社區工作手冊 / 衛生
福利部國民健康署, 財團法人天主教
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
署, 11003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9-14-6 (平裝)
1.失智症 2.健康照護 3.社會福利
415.934
他是憂鬱,不是失智了 : 老年憂鬱症,
難以察覺的心病 / 和田秀樹著 ; 楊詠
婷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仲間出版,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Carer ; 1) .-- ISBN
978-986-98920-5-6 (平裝) NT$340
1.憂鬱症 2.老年精神醫學 415.9518

一天三分鐘,擺脫憂鬱! / 川本義巳著 ;
伊之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大好時光 ; 42) .-- ISBN
978-986-248-959-8 (平裝) NT$320
1.憂鬱症 2.心理治療 415.985
兒童人際發展活動手冊 : 以遊戲帶
動 亞 斯 伯 格 症 、 自 閉症 、PDD 及
NLD 孩童的社交與情緒成長 / 史提
芬.葛斯丁(Steven E. Gutstenin), 瑞雪
兒.雪利(Rachelle K. Sheely)著 ; 林嘉
倫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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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544 面; 21 公
分 .-- (i 健康 ; 54) .-- ISBN 978-98699870-6-6 (平裝) NT$600
1.自閉症 2.亞斯伯格症 3.特殊兒童
教育 4.兒童發展 415.988
心導管介入治療實務 : 學習 PCI 的手
術技巧指引 / 光藤和明原著 ; 蘇柏宇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
社, 11006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8-394-0 (平裝)
1.心導管術 416.26
肩關節物理治療實務 / 村木孝行作 ;
黃品玟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6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74-0 (平
裝) NT$800
1.肩部 2.物理治療 3.個案研究
416.613
眼見為憑 : 從眼睛到大腦,從感知到
思考,探索「看見」的奧祕 / 理查.馬
斯蘭(Richard Masland)著 ; 鄧子衿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64 面; 21 公
分 .-- (科學人文 ; 80) .-- ISBN 978-95713-8858-8 (平裝) NT$380
1.視覺 2.神經學 416.7
零缺點的全口義齒製作 : 學習讓患
者感到滿意的實作技巧 / 堤嵩詞, 平
岡秀樹原著 ; 燕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005 .-- 2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393-3 (平
裝)
1.牙科技術 2.義齒 416.9
齒顏頌 / 梁廣庫, 楊慧瑛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天泉牙醫診所, 11003 .-- 6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9-03 (平裝)
1.牙齒 2.牙科 416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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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一定要看的健康寶典 / 趙慶新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52-6 (平裝)
NT$430
1.婦科 2.婦女健康 3.婦女生理
417.1
女性私密處美形探秘 : 婦產科名醫
幫妳找回緊緻的青春 / 潘俊亨, 劉祥
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魚文化出
版 :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,
11004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經典
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332-0-7
(平裝) NT$350
1.婦女健康 2.女性性器官 417.1
*癌症病人的心聲 : 病人真正想要的,
病人真正需要的 / 琳達.華特絲
(Lynda Wolters)著 ; 李穎琦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健康生活 ; 196) .-- ISBN 978986-525-100-0 (平裝) NT$300
1.癌症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417.8
應 用治 療學 手冊 / Burgunda Sweet,
Brian K. Alldredge, Robin L. Corelli,
Michael E. Ernst, B. Joseph Guglielmo,
Pamala A. Jacobson, Wayne A. Kradjan,
Bradley R. Williams 原著 ; 李宗翰, 紀
威佑, 賴柏達, 顏宏宇, 嚴珮嘉譯 .-- 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合 記 圖 書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9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8-392-6 (平裝)
1.藥物治療 418
通路商對獨立藥局行銷策略與加盟
之 研 究 = A study of the marketing
strategy and franchise of independent
pharmacics by distributors / 黃文庭著 .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黃文庭, 11003 .-15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22-9 (平裝) NT$480
1.藥學行銷 2.行銷通路 3.行銷策略
4.藥局 418.61
150 種飲食宜忌 / 鄭金寶文 .-- 新北
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3-553-3 (平裝) NT$430
1.食療 2.健康飲食 3.食譜 418.91
四季蔬果食療功效 / 孫樹俠, 高海波
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69-4 (平裝)
NT$450
1.食療 2.蔬菜 3.水果 4.養生
418.914
改善不適,居然只要按摩腋下! : 只要
1 分鐘!簡單三招輕鬆紓解經絡&改
善淋巴循環 / Keiko Abe, Yumi Abe 著 ;
夏淑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養沛文
化館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12 面; 21 公
分 .-- (養身健康觀 ; 133) .-- ISBN 978986-5665-87-6 (平裝) NT$300
1.按摩 2.淋巴系統 3.健康法
418.9312
律動按摩 : 依循依塔.韋格曼醫師之
理念 人類學的基礎 / 馬嘉雷特.豪席
卡(Margarethe Hauschka)原著 ; 何品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人智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 健 康 系 列 ; 10) .-- ISBN 978-98696683-5-4 (精裝) NT$890
1.按摩 2.徒手治療 418.9312
綠無限.愛無界 : 園藝治療的外連與
內涵 : 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. 第 14 屆
= The connecting and containing of
horticultural therapy : 14th International
Horticultural Therapy Conference / 社團
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編 .-- 臺
北市 : 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
協會, 11004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0597-5-6 (平裝) NT$300
1.自然療法 2.園藝學 3.文集
418.9607
光之手. 3 : 核心光療癒 : 我的個人旅
程.創造渴望生活的高階療癒觀 / 芭
芭拉.安.布藍能(Barbara Brennan)著 ;
呂忻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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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232 面 ; 28 公 分 .-- ( 眾 生 系 列 ;
JP0180) .-- ISBN 978-986-99764-9-7 (平
裝) NT$899
1.心靈療法 2.能量 418.98
預見療癒 : 藥物研發專家證實情緒
想法對健康的關鍵影響 / 大衛.漢彌
爾頓作 ; 張芳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(Spirit ; 30) .-- ISBN 978957-658-525-8 (平裝) NT$480
1.心靈療法 2.身心關係 418.98

後現代取向探索繪畫療癒 : 沉浸式
自我閱讀 / 鄭憶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40-4 (平裝) NT$300
1.藝術治療 418.986
大人的床邊故事 : 讓你看了就想睡、
安撫身心壓力的助眠書 / 凱薩琳.尼
可萊(Kathryn Nicolai)著 ; 陳冠吟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078-0 ( 平 裝 )
NT$380
1.閱讀治療 2.睡眠 418.989
強力水晶陣 : 療癒大升級,55 種超效
陣形,加速夢想顯現、難題化解 / 菲
利浦.普慕特著 ; 梵妮莎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069-8 (平裝) NT$499
1.另類療法 2.水晶 3.能量 418.995
奧地利奶奶給孩子的居家芳療小藥
鋪 : 54 支精油、13 支純露、28 支植
物油、30 種藥草,超過 200 種配方,從
兒童到青少年感受自然全方位的身
心靈照護智慧 / 英格麗.克蘭迪恩-用
(Ingrid Kleindienst-John) 著 ; 陳 宣 名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堡壘文化, 11005 .-- 288
面; 23 公分 .-- (Self-heal ; 3) .-- ISBN
978-986-06022-4-1 (平裝) NT$560
1.芳香療法 2.幼兒健康 418.995
解愛芳療 / 鄭雅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采
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144 面; 19 公分 .-- (life) .-ISBN 978-986-06215-3-2 ( 平 裝 )
NT$750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418.995

University
Children's
Hospital
Wimmelbook / 財團法人台大兒童健
康基金會著 ; 孫心瑜繪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飛行船文化教育事業有限公
司出版 :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4 .-- 16 面; 34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079-4-7 (精裝)
1.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
童醫院 2.醫療服務 3.繪本 419.333
照護現場 : 從出生到臨終都有護理
相伴 /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團隊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悅讀健康系列 ;
HD3166) .-- ISBN 978-986-99816-9-9
(平裝) NT$380
1.護理師 2.通俗作品 419.652
人性照護法入門 / 本田美和子, 伊凡.
傑內斯特(Yves Gineste), 蘿賽特.馬雷
史考特(Rosette Marescotti)著 ; 汪佳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
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004 .-- 14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67-93-1 (平裝)
NT$320
1.健康照護 2.醫療服務 419.7
未來健康 : 腳會說話 / 蔡淑鳳, 胡齊
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,
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9-17-7 (平裝) NT$300
1.健康照護 2.足 3.健康法 419.7
陪你走過一道道傷痕 : 安寧護理師
的生命教育課. 2 / 李春杏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0-60-2 (平裝) NT$350
1.安寧照護 2.生命終期照護
419.825

圖解坐骨神經 : 腰痛、腿麻、從屁
股痛到腳,免開刀、不吃藥，用簡單
體操最快 3 天,跟疼痛說 Bye! / 酒井
慎太郎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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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(Sasugas ; KJ2008) .-- ISBN
978-986-289-555-9 (平裝) NT$340
1.整脊 2.脊椎病 3.健康法 418.995

實用產科護理 = Practical obstetric and
gynecologic nursing / 王淑芳, 馮容莊,
張宏江, 王子芳, 方郁文, 江曉菁, 王
瑤華, 潘婉琳, 陳信孚, 萬美麗, 高美
玲, 郭素珍, 黃國儀, 陳淑溫, 曾英芬,
洪志秀, 柯淑華, 黃美荏, 王佳音, 李
麗君, 廖怡惠, 潘怡如作 .-- 九版 .-- 臺
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9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4-590-3 (精裝)
1.產科護理 419.83

台大兒童醫院多多書 : 守護孩子健
康 的 奇 幻 樂 園 = National Taiwan

實 用 兒 科 護 理 = Practical pediatric
nursing / 陳月枝, 黃靜微, 林元淑, 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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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嘉, 張綠怡, 蔡綠蓉, 林美華, 吳佩
玲, 程子芸, 伍雁鈴, 林芳怡, 吳書雅,
許玉雲, 楊曉玲, 王冠今, 曾紀瑩, 黃
立琪, 李慈音, 廖珍娟, 劉千琪, 廖愛
華, 黃玉苹, 楊寶圜, 張綺紋, 蕭慧玲,
黃庭紅, 高淑雰, 劉英妹, 曾翠華, 梁
淑華, 吳維紋, 周治蕙, 魏琦芳作 .-- 九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10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4-589-7 (精裝)
1.小兒科護理 419.84

家政
外宿族必備寶典 : 1 次搞懂租屋細節
/ 橖橖, 咚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
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70-1 (平
裝) NT$380
1.家政 2.租屋 3.生活指導 420
家的整理 / 吳敏恩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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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480 (平裝)
1.家政 2.家庭佈置 420
理想的廚房生活 : 日式料理研究家,
教你日日踏實,簡單不堆積 / 渡邊真
紀作 ; 李文華翻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智富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76 面;
21 公分 .-- (風貌 ; A29) .-- ISBN 978986-99133-7-9 (平裝) NT$320
1.家政 2.生活指導 420
室內軟裝設計師養成術 / 李佩芳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5 .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Good life ; 44) .-ISBN 978-986-06293-3-0 ( 平 裝 )
NT$480
1.家庭佈置 2.室內設計 422.3
不丟東西的整理魔法 : 只要挪動空
間就 OK!5 步驟打造一輩子不復亂的
新整理術 / 古堅純子著 ; 邱香凝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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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6 .-- 218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
KJ2011) .-- ISBN 978-986-289-558-0
(平裝) NT$340
1.家庭佈置 422.5
和服 : 木綿、絲綢、小紋,森田元子
的優雅穿搭提案 / 森田元子著 ; 謝晴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44 面;
23 公分 .-- (LIFE ; 49) .-- ISBN 978-95713-8860-1 (平裝) NT$420
1.服裝 2.日本 423.391
30 歲起輕鬆練!穿衣好看免修圖塑體
操 / 森拓郎作 ; 張佳雯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Happy
body ; 188) .-- ISBN 978-986-136-581-7
(平裝) NT$320
1.塑身 2.減重 3.健身操 425.2
丸女神の絕對快.瘦.美 : 獨家保養聖
經 : 醫界「人間芭比」,教你自帶光
環神及保養術 / 王彥文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獨売出版, 11004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(丸女神 ; 1) .-- ISBN 978986-06418-0-6 (平裝) NT$380
1.皮膚美容學 425.3
*大人的化妝書 / 長井香織著 ; 林以
庭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43-5 (平裝)
NT$360
1.化粧術 425.4
annas 的刺繍工坊 / 川畑杏奈作 ; 李
惠芬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
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6 .-- 96 面 ;
17X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7-20 (平裝) NT$380
1.刺繡 2.手工藝 426.2
人氣刺繡師的超可愛刺繡作品 740
款 / 北村絵里, tam-ram(田村里香), 千
葉美波子, マカベアリス作 ; 林芷柔
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9559-85-0 ( 平 裝 )
NT$420
1.刺繡 2.手工藝 426.2
把喜歡的布,變成令自己怦然心動的
生活模様 / BOUTIQUE-SHA 授權 ; 翟
中蓮, 周欣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(Cotton friend 手作
誌 ; 52) .-- ISBN 978-986-302-583-2 (平
裝) NT$380
1.縫紉 2.手工藝 426.3
原色時尚手織包&帽 : 麻與天然素材
的百搭單品提案 / 日本 VOGUE 社編
著 ; 彭小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
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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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6 公分 .-- (愛鉤織 ; 69) .-- ISBN
978-986-302-580-1 (平裝) NT$380
1.編織 2.手提袋 3.帽 426.4
一見傾心的時尚手作包 : 猪俣友紀
(neige+)的製包對策 26 選 / 猪俣友紀
(neige+)著 ; 周欣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(FUN 手
作 ; 142) .-- ISBN 978-986-302-586-3
(平裝) NT$450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426.7
加藤禮子の蘇姑娘拼布集 : 每一天
都要開心玩的可愛貼布縫 / 加藤禮
子著 ; 楊淑慧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88 面; 26 公分 .-- (拼布美學 ; 33) .-ISBN 978-986-302-584-9 ( 平 裝 )
NT$450
1.拼布藝術 2.手工藝 426.7
Patchwork 拼布教室. 22 : 小拼接大趣
味 : 拼布人的妙用零碼布點子 /
BOUTIQUE-S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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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(Patchwork 拼布教室 ; 22) .-ISBN 978-986-302-585-6 ( 平 裝 )
NT$420
1.拼布藝術 2.手工藝 426.7
米山 MARI の手縫可愛人形偶 / 米山
MARI 著 ; 瞿中蓮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(Fun 手作 ;
108) .-- ISBN 978-986-302-587-0 (平裝)
NT$350
1.玩具 2.手工藝 426.78
黏土娃可愛服飾 Book : 各種款式的
季節單品 / 株式会社日本ヴォーグ
社作 ; 黃姿頤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
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59-829 (平裝) NT$360
1.手工藝 2.洋娃娃 426.78
金屬線飾品的 25 堂必修課 / 何怡儒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風堂出版社,
11003 .-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17-1-7 (平裝)
1.裝飾品 2.手工藝 426.9
料理生活家的廚藝事典 / 有元葉子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出版
社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36-50-3 (平裝)
1.飲食 2.烹飪 427
世界下酒菜圖鑑 : 從文化、趣味、
專業角度,讓飲酒吃食更盡興 / My
Nabi 編輯部著 ;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8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58-4 (平裝)
NT$380
1.食譜 427.1
私廚女王 Irene 的快速料理. 2 / Irene
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18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91-0 (平裝)
1.食譜 427.1

湯品、麵包、甜點,一鍋搞定! / 辣媽
Shania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8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45-9 (平裝)
NT$380
1.食譜 427.1
蔣公廚房 : 此生必學的 100 道經典家
常菜 / 蔣偉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聯合
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40
面; 23 公分 .-- (廚房 Kitchen ; 111) .-ISBN 978-986-99246-9-6 ( 平 裝 )
NT$420
1.食譜 427.1

小物到彌月禮,最包羅萬象的繽紛節
日造型饅頭。 / 王美姬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(Cook ;
50205) .-- ISBN 978-986-99736-5-6 (平
裝) NT$399
1.點心食譜 2.饅頭 427.16
白神小玉酵母輕鬆烤出柔軟麵包 /
吳克己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
化, 11004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(Good
life ; 42) .-- ISBN 978-986-99852-9-1
( 平 裝 ) NT$380 .-- ISBN 978-98606293-0-9 (平裝簽名版) NT$380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
低醣飲食指南 : 減醣健身 433 計畫 /
鄭慶雯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76 面; 23
公分 .-- (加油讚 ; 2) .-- ISBN 978-9865481-00-1 (平裝) NT$350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3.減重 427.1

纖食氣炸鍋 : 75 道減醣+少油+低脂
的營養氣炸鍋食譜 / 吉娜.哈莫卡
(Gina Homolka)著 ; 林惠敏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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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8-662-7 ( 平 裝 )
NT$420
1.食譜 427.1

花與料理 / 平井和美, 渡邊有子, 大段
真知子著 ; 賴郁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鴻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
出版, 11004 .-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958-8-9 (平裝) NT$800
1.食譜 2.花藝 427.1

經典台灣菜 / 李鴻章, 劉政良, 張志賢
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
17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588 (平裝) NT$200
1.食譜 2.臺灣 427.133

東京名店餐廳新 Dessert / 加藤順一,
小林里佳子, 加藤峰子, 淺井拓也, 西
尾萌美作 ; 胡家齊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10 面; 26 公分 .-- (Easy cook ;
E121) .-- ISBN 978-986-06369-0-1 (精
裝) NT$600
1.點心食譜 427.16

異國料理 : 學做世界美食的第一本
書 / 蔡萬利, 黃寶元, 林聖哲, 郭泰王,
楊勝凱, 羅世超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 2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93-1-5 (平裝) NT$450
1.食譜 2.烹飪 427.1

酸女孩 : 無法抗拒的台灣小吃!古早
味懷舊美食 / 蔡靜如, 柯欣岑文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良好生活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1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97-0-4 (精裝) NT$520
1.食譜 2.小吃 3.臺灣 427.133

透明甜點 世界最美麗的食譜 / tomei/
透明愛好家作 ; 崔立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35-4 (平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
三明治便當 : 73 種經典口味,輕鬆上
桌! / 若山曜子作 ; 陳凱筠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30-9 (平裝)
1.速食食譜 427.14

零失敗!10 分鐘烤盤甜點 : 1 個烤盤
X2 種蛋糕體,變化出 34 種職人級美
味! / 若山曜子著 ; 蔣君莉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良品文化館出版 : 雅
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 96 面; 26 公分 .-- (烘焙良品 ; 93) .-ISBN 978-986-7627-35-3 ( 平 裝 )
NT$3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
開胃蔬食涼拌菜 / 張志賢, 李志鴻, 李
哲松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65-6 (平裝)
NT$380
1.食譜 427.1
超級食物的日常好食 : 洋蔥、番茄、
花椰菜的 100+吃法 / 郭主義, 沈辰祐,
劉純君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這是寶
媒體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26-1-4 (平裝)
1.食譜 427.1

*三明治與湯的小日子! : 64 種三明治
X32 道湯,8 週輕食提案 / 文仁暎著 ;
林芊蓉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40-4 (平裝)
NT$360
1.速食食譜 2.湯 427.14

辣媽 Shania 的簡易系美味陶土鍋料
理 : 快煮、慢燉兩相宜,主菜、麵飯、

卡哇伊節日&活動造型饅頭 : 從年初
做到年尾、從初生到賀壽、從婚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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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志豪人氣經典日式菓子麵包 / 李
志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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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(烘焙職人系列 ;
10) .-- ISBN 978-986-99816-7-5 (平裝)
NT$550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
輕奢時尚蔬食烘焙甜點 43 款 : 暴擊
味覺想像,連葷食老饕都停不了口! /
今井ようこ著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767-2 (平裝)

1.點心食譜 2.素食

427.16

糖霜餅乾技法聖經 / 桔梗有香子作 ;
李亞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睿其書
房出版 :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悅滋
味 ; 135) .-- ISBN 978-986-5520-45-8
(精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Amy の私人廚房,一日兩餐快速料理
/ 張美君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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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53-4 (平裝)
NT$500 .-- ISBN 978-986-5536-51-0 (平
裝簽名版) NT$500
1.食譜 2.烹飪 427.17
*小女鵝和她阿爸的 1+1 便當日記 /
Claire 克萊兒的廚房日記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bon
matin ; 134) .-- ISBN 978-986-384-4983 (平裝) NT$420
1.食譜 427.17
冷便當的初心 / 林育嫺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98-7 (平裝)
NT$650
1.食譜 427.17
餓童家便當日常 : 地方爸爸 90 道愛
的料理與實戰日記 / 餓童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(好日
好食 ; 55) .-- ISBN 978-957-658-526-5
(平裝) NT$420
1.食譜 427.17
簡單作出星級便當 : 專業老師教你
做質感好料理,上班也能吃得很美味!
/ 林玉樹, 高世達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出色文化, 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93-1-6 (平裝)
NT$420
1.食譜 427.17
熟成肉聖經 : 專家聯手鉅獻,濃縮極
致醇郁滋味的技術 / 柴田書店編著 ;
安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72-9 (平裝)
1.肉類食物 2.烹飪 427.2

素食吃得健康 / 陳彥甫文 .-- 新北市 :
人類智 庫數位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3-554-0 (平裝) NT$450
1.素食 2.素食食譜 3.健康飲食
427.31
百變飯糰、壽司 / 王景茹, 康鑑文化
編輯部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
17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571 (平裝) NT$200
1.飯粥 2.食譜 427.35
在家也能輕鬆做出丸龜製麵的好味
道 / 丸龜製麵麵匠監修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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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9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48-1 (平裝)
NT$380
1.麵食食譜 427.38
爽口沙拉、涼麵 / 李建軒, 康鑑文化
編輯部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
17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564 (平裝) NT$200
1.麵食食譜 427.38
飲料實務統測(歷年試題+模擬考) /
畢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191 (平裝)
1.飲料 2.調酒 427.4
亞洲咖啡認證實務操作手冊 / 國立
高雄餐旅大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8998-5 (平裝)
1.咖啡 427.42
咖啡烘豆 All in One : 買豆、挑豆、
烘豆、沖泡,創造屬於我的咖啡風味
/ 藍.布勞特(Len Brault)作 ; 魏嘉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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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7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85-2 (平
裝) NT$550
1.咖啡 427.42
烹調祕訣全收錄 / 主婦之友社文 .-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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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373-564-9 ( 平 裝 )
NT$280
1.烹飪 427.8
寶貝妳的新生兒 / 吉娜福特著 ; 陳芳
智譯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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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23 公 分 .-- ( 育 兒 通 ;
SR0041X) .-- ISBN 978-986-5752-89-7
(平裝) NT$580
1.育兒 428
讀懂 0 歲寶寶肢體語言 / PHP 研究所
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3-95-4 (平裝)
NT$320
1.育兒 428
專為孩子設計的親子互動遊戲大全
集 : 7 大增能領域 X153 款遊戲提案,
滿足好奇心、玩出同理心、提升社
交力! / 崔延朱, 丁德榮作 ; 陳聖薇
譯 .-- 新 北 市 : 美 藝 學 苑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208 面; 24 公分 .-- (美的玩
藝 ; 12) .-- ISBN 978-986-6220-38-8 (平
裝)
1.育兒 2.親子遊戲 428.82
偽科學檢驗站 : 從食安、病毒到保
健食品,頂尖醫學期刊評審的 35 個有
問必答 / 林慶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一心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32 面;
23 公分 .-- (science ; 6) .-- ISBN 978986-98338-6-8 (平裝) NT$399
1.家庭醫學 2.保健常識 429
健康醫學 / 范保羅, 袁本治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569-8 ( 平 裝 )
NT$360
1.家庭醫學 2.保健常識 429
好好時光 / 呂欣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Vision ;
210) .-- ISBN 978-986-406-234-8 (平裝)
NT$300
1.性知識 2.同性戀 429.1
小島製帚 : 台灣清掃的日常風景 = 島
の伝統箒 : 台湾掃除の日常 / 林雅雯
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
驗室, 行人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

128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457-7-6 (平裝) NT$400
1.掃帚 2.人物志 3.民間工藝 4.臺灣
429.8

農業
尋味有機 = Explore Taiwan organic /
張雅茹, 王叡婷, 蔣珮伊撰文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豐年社, 11004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157-63-6 (平
裝) NT$350
1.永續農業 2.有機農業 3.臺灣
430.13
誰偷走了農地? : 影響每一個人的台
灣農業與農地公平正義 / 彭作奎作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人與土地 ; 30) .-- ISBN 978-95713-8769-7 (平裝) NT$380
1.農業政策 2.農地改革 3.臺灣
431.1
雅風展 : 小品盆景席飾集. 2020 / 張
建壹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中華小品盆
景協會, 11003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89610-2-9 (精裝)
1.盆栽 435.11
我的第一本果樹盆栽全圖解 : 從移
植、修剪、授粉到結果,日本園藝職
人傳授家庭果園的知識與祕訣 / 大
森直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
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8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487-8 (平
裝) NT$350
1.果樹類 2.栽培 3.盆栽 435.3
江戶百花譜 : 日本最早彩色植物圖
鑑精選集 / 田島一彦著 ; 陳芬芳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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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8-665-8 ( 精 裝 )
NT$750
1.花卉 2.植物圖鑑 3.日本 435.4025
毛小孩的療癒之旅 : 作者獨特的自
然沐浴手法,將為你的毛小孩帶來意
想不到的健康生活 / 丸子老師(林敬
為)著 .-- 高雄市 : 林敬為, 11003 .-15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42-7 (平裝) NT$200

1.犬 2.寵物飼養 3.毛髮 4.皮膚
437.354
開始吧!與柴犬一起生活 : 完整詳解
柴犬的飼育方法與行為教育 / 西川
文二監修 ; 影山直美繪 ; 高慧芳譯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寵物館 ;
105) .-- ISBN 978-986-5582-51-7 (平裝)
NT$350
1.犬 2.寵物飼養 437.354
新手貓奴日誌 : 動物醫生為你準備
的完整照護指南 / 留博彥, 郭嵐忻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0-65-7 ( 平 裝 )
NT$300
1.貓 2.寵物飼養 3.獸醫學 437.364
小草鸚鵡飼育指南 : 深入淺出解說
飼養照護、繁殖與多彩的羽色基因 /
黃漢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50 面; 23 公
分 .-- (寵物館 ; 104) .-- ISBN 978-9865582-50-0 (平裝) NT$380
1.鸚鵡 2.寵物飼養 437.79
矛與盾 : 錨蟲與魚蝨全記錄 : 第一部
魚病寄生蟲完整生活史圖譜 =
Anchor worms and fish lice / 洪仲明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展新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翊鑫開發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11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167-5-8 (精裝)
NT$680
1.魚產養殖 2.寄生蟲 3.動物病理學
438.51
孔雀魚.日光燈的快樂飼養法 / 佐佐
木浩之著 ; 彭春美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動物星球 ; 20) .- ISBN 978-957-686-807-8 ( 平 裝 )
NT$320
1.養魚 438.667
西 非 短 鯛 普 拉 斯 + = Fantastic West
Africa : dwarf cichlids and their tank
mates / 張永昌作 .-- 新北市 : 魚雜誌
社, 11004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406-6-1 (精裝)
1.養魚 438.667
粉不一樣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
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417-0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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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澱粉料作物 2.通俗作品

439.1

粉有味道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
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418-7 (平裝)
1.澱粉料作物 2.通俗作品 439.1
粉真好玩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
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419-4 (平裝)
1.澱粉料作物 2.通俗作品 439.1

工程
STS 的緣起與多重建構 : 橫看近代科
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 = A genealogical
history of STS and its multiple
constructions : to weave an extensive
network for gazing upon the modern
sciences / 傅大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立
臺灣大學發行, 11003 .-- 624 面; 23 公
分 .-- (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; 8) .-ISBN 978-986-350-442-9 ( 平 裝 )
NT$790
1.科技社會學 2.科學哲學 440.015
*COMSOL App 應用工具書 : 從入門
到精通 /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
輯 .-- 彰化縣彰化市 : 皮托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7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2153-7-4 ( 平 裝 )
NT$450
1.電腦輔助設計 2.電腦輔助製造
440.029
工程數學. 上, 使用 Mathematica / 葉
倍宏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崑山科
技大學電子工程系, 11003 .-- 47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16-8-9 (平
裝) NT$480
1.工程數學 440.11
高等工程數學 / 莊紹容, 楊精松編
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70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54-4 (平裝)
1.工程數學 440.11
材 料 科 學 與 工 程導 論 / William D.
Callister, David G. Rethwisch 原著 ; 林
貞君編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
書有限公司, 11004 .-- 8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281-0 (平裝)
1.材料科學 2.工程材料 440.2

TRIZ 理論與實務 : 讓你成為發明達
人 / 林永禎, 謝爾蓋.伊克萬科(Sergei
Ikovenko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6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725 (平裝) NT$420
1.發明 2.創造性思考 3.問題導向學
習 440.6
國際專利分析與布局 / 劉國讚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505-0 (平裝) NT$680
1.專利 2.專利公報 440.6
大地工程學. 二, 基礎工程篇 / 施國欽
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施國欽出版 :
文笙總經銷, 11004 .-- 684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77-2 (平裝)
NT$630
1.土壤力學 2.工程地質學 441.12
公職考試大專用書 : 題解土壤力學 /
謝安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59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48-5 (平裝)
NT$570
1.土壤力學 441.12
基隆市市定古蹟基隆燈塔修復及再
利用計畫 /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執
行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航港
局, 11003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1-286-2 (平裝) NT$1000
1.燈塔 2.古蹟修護 3.基隆市 441.41
臺中市歷史建築高美燈塔修復及再
利用計畫 /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執
行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航港
局, 11003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1-287-9 (平裝) NT$1000
1.燈塔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臺中市 441.41
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(土木
401-110) /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混
凝土工程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
[桃園市] :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4 .-- 5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5-559-6 (平裝) NT$650
1.營建法規 2.混凝土 3.論述分析
441.51
工地主任試題精選解析 / 陳佑松, 江
軍, 關韻茹, 許光鑫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
11004 .-- 6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62-1 (平裝)
1.建築工程 2.施工管理 3.考試指南
441.52

城鄉叢書系列 ; 5) .-- ISBN 978-957705-619-1 (平裝) NT$550
1.綠建築 2.建築節能 3.生態工法
441.577

室內裝修基礎課 / 東販編輯部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770-2 (平裝)
1.室內設計 2.建築材料 3.施工管理
441.52

金門縣定古蹟黃厝洪氏古厝修復及
再利用計畫 / 曾逸仁計畫主持 .-- 初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
11003 .-- 3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8-06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1500
1.房屋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護 4.福建省金門縣 441.59

現代室內設計裝修事典. V : 收口大
樣與材質確認 / 王本楷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金果數位內容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744-6-8 (精裝) NT$2500
1.室內設計 2.建築材料 441.52
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證照
術科歷年考題題型系統分類解答彙
編 / 晨興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晨
興設計文創工作室, 11005 .-- 2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901-8-8 (平
裝)
1.建築工程 2.工程圖學 441.521
營造工程管理全攻略 : 最詳細學術
科試題解析,一次考取技術士證照 /
陳佑松, 江軍作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漂亮家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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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7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15-0-0 (平裝) NT$1200
1.營建管理 2.施工管理 441.529
建築材料 / Area045 著 ; 洪淳瀅譯 .-修訂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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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48 面;
26 公分 .-- (日系建築知識 ; 16) .-ISBN 978-986-480-147-3 ( 平 裝 )
NT$800
1.建築材料 441.53
*鋼結構銲道目視檢查手冊 / 中華民
國鋼結構協會, 台灣銲接協會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
會, 11003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857-3-0 (平裝) NT$300
1.鋼結構 2.銲工 441.559
夠用就好的綠建築 91 技術 / 林憲德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局,
11004 .-- 308 面; 26 公分 .-- (台灣永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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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: 隧道 / 鹿島建
設公司文 ; 武者小路晶子圖 ; 李彥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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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5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閱讀與探
索) .-- ISBN 978-986-5593-15-5 (精裝)
NT$320
1.隧道 2.隧道工程 441.9
交通技術標準規範捷運類工程設計
部 : 捷運系統建設技術標準規範 / 交
通部編審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,
11003 .-- 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89-3 (平裝) NT$130
1.捷運工程 2.技術規範 442.96
交通技術標準規範捷運類車輛設計
部 : 捷運軌道車輛技術標準規範 : 鋼
軌鋼輪型式 / 交通部編審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交通部, 11003 .-- 81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88-6 (平裝)
NT$130
1.捷運工程 2.大眾捷運系統 3.技術
規範 442.96
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實務暨考照指
南 / 劉達生, 吳懷志, 王崇武, 劉祖彰,
丁占能, 吳肇哲, 李海清編著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12-8 ( 平 裝 )
NT$515
1.船舶駕駛 2.航運法規 3.休閒活動
444.6
機械製造完全攻略 / 盧彥富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18-4 (平裝)
1.機械製造 446.89
機械製造統測(歷年試題+模擬考) /
盧彥富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

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262-0 (平裝)
1.機械製造 446.89
先進車輛電控概論 / 柯盛泰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永盛車電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31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61-0-9 (平裝) NT$680 .-ISBN 978-986-06361-1-6 ( 精 裝 )
NT$1360
1.汽車工程 2.汽車電學 3.機電整合
447.1

可程式控制器 PLC(含機電整合實務)
/ 石文傑, 林家名, 江宗霖編著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661-4 (平裝附光碟片)
1.自動控制 2.機電整合 448.9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

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.-- 第四十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文全出版社, 11004 .-192 面 ; 19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124-0-2 (平裝)
1.汽車駕駛 2.駕駛訓練 447.17

新竹縣政府委託環境景觀總顧問計
畫成果報告書. 109 年度 / 曾光宗計
畫主持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
府交通旅遊處, 11003 .-- 4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74-8 (平裝)
1.都市計畫 2.景觀工程 3.新竹縣
445.133/111

電工機械 = Electrical machines / 黃琮
聖, 林進豐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弘揚圖書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40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73-97-7 (上
冊:平裝)
1.電機工程 448

新竹縣城鎮之心成果彙編. 109 年度 /
游志祥總編輯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新
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, 11003 .-- 5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75-5 (平
裝)
1.市政工程 2.新竹縣 445.133/111

機電整合實習(含丙級機電整合學術
科解析) / 曾偉智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223-8 (平裝)
1.機電整合 2.自動控制 448
電機機械 / 胡阿火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66-9 (平裝)
1.電機工程 448.2
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/ 高昱綸,
楊明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
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54-4 (上
冊:平裝)
1.電子工程 2.電子學 448.6
電路學 / 葉倍宏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,
11003 .-- 41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40-1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420
1.電路 448.62
密碼的故事 : 人類史上最重要的 45
組密碼與破解之道 / 馬克.弗雷利著 ;
張毅瑄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088-4 (平
裝)
1.密碼學 2.解碼 3.歷史 448.761

應用化學；化工
化學性作業環境監測 : 含甲、乙級
技能檢定學科試題 / 陳淨修編著 .-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13-5 (平裝)
NT$495
1.化學工業 2.工業管理 461
圖解食品化學 / 孫藝玫, 梁志弘, 陳祖
豐, 程仁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61-9 (平裝) NT$320
1.食品科學 2.食品加工 463
生命不可過濾 : 葡萄酒的返本之路 /
林裕森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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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飲饌風
流 ; 100) .-- ISBN 978-986-459-281-4
(平裝) NT$480
1.葡萄酒 463.814
酒與酒之間的閱讀 / 泰瑞.泰斯(Terry
Theise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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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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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, 11005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280-7 (平裝) NT$380
1.葡萄酒 2.製酒 463.814
尋找 12 使徒 / 林一峰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
采實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taste) .-ISBN 978-986-06215-4-9 ( 平 裝 )
NT$550
1.威士忌酒 2.品酒 463.834
臺灣天然漆百年史 / 徐玉富, 徐苑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
業網, 11005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- (產
業與工藝叢書 ; 3) .-- ISBN 978-9579267-95-3 (平裝) NT$1200
1.天然漆業 2.漆藝 3.歷史 4.臺灣
465.609
不玩花樣!約瑟芬的手工皂達人養成
書 / 約瑟芬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雅
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8
面; 24 公分 .-- (愛上手工皂 ; 6) .-ISBN 978-986-302-581-8 ( 平 裝 )
NT$480
1.肥皂 466.4

製造
TIMSP430 混合信號微控器入門 / 孫
宗瀛, 許益敏, 林政緯編著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70-6 (平裝附光碟片)
1.微處理機 471.516
輕課程 QuickBLE 2 智慧居家物聯網
DIY 應用實作 / 程創科技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12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215-3 (平裝)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設計 471.516
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: Web:Bit / 陳新
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91-9 (平裝)
NT$300
1.電路 2.電腦程式 3.電腦輔助設計
471.54
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優秀論
文獎專輯. 第五屆 = 5th PTRI Graduate
Student Paper Award / 蕭耀輝總編輯 .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

究發展中心, 11003 .-- 24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9004-6-1 (平裝)
1.印刷術 2.文集 477.07
邊讀.邊作.邊玩!機構木工玩具製作
全書 / 劉玉琄, 蔡淑玫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良品文化館出版 : 雅書堂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136 面;
26 公分 .-- (手作良品 ; 68) .-- ISBN
978-986-7627-36-0 (平裝) NT$450
1.玩具 2.木工 479.8

商業；各種營業
茶風味 / 藍大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采實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taste) .-- ISBN 978986-06215-8-7 (平裝) NT$550
1.茶葉 2.茶藝 481.6
台灣的 100 種鄉鎮味道 : 四季秘景 X
小村風光 X 當令好食,釀成最動人的
在地真情味 / 許傑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61-5 (平裝)
NT$360
1.餐飲業 2.小吃 3.臺灣遊記 483.8
開一間會賺錢的餐飲店 : 30 年經營
顧問最不藏私的忠告,從成本結構、
用人方法、獲利模式,到連鎖加盟的
實戰策略 / 林仁益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5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富翁系列 ; 25) .-ISBN 978-957-663-796-4 ( 平 裝 )
NT$380
1.餐飲業管理 483.8
VR 的乘法關係 : 虛擬實境的過去、
現在、與未來 / 李芝瑜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1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15-4-4 (平裝) NT$340
1.虛擬實境 2.產業發展 484.6
智動工廠來了! : 一場水五金與手工
具的創新實驗紀錄 / 陳泳翰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智
富天下 ; 7) .-- ISBN 978-986-398-664-5
(平裝) NT$350
1.製造業 2.技術發展 3.生產自動化
487.2

編輯這一行 : 從心法到技法,日本傳
奇編輯片山一行打動人心的編輯學!
/ 片山一行著 ; 李漢庭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藝
術叢書 ; FS0127) .-- ISBN 978-986235-932-7 (平裝) NT$380
1.編輯 2.出版學 487.73
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. 109
年 /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圖書館,
11003 .-- 3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78-697-6 (平裝)
1.出版業 2.調查統計 3.臺灣
487.7933
餐旅管理概論 : 智慧時代的反思 =
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and tourism
management / 林玥秀, 高秋英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7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4-910-6 (平裝)
1.餐旅管理 2.餐旅業 489.2

商學
談判要學數學家,桌上說出一朵花 :
100%的準備和傾聽,為對方計算「雙
贏的局」! / 寧姍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Smart ; 107) .-- ISBN 978-9865564-20-9 (平裝) NT$260
1.商業談判 490.17
從零開始打造網路新事業的七大步
驟 / 葉威志著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1-902-2 (平裝)
NT$300
1.電子商務 2.創業 3.網路行銷
490.29
電商經營 Level up : 從商城賣場畢業
吧!打造千萬銷售的 24 堂品牌致勝課
/ SHOPLINE 電商教室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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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59-6 (平裝) NT$360
1.電子商務 2.網路行銷 490.29
人間有愛,企業名人語錄 / 華品文化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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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銷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0-1-6 (平裝)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490.99
食尚好品味 : 品生活、品美學、品
人生 / 華品文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華品文化國際行銷有限公司, 11005 .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30-0-9 (平裝)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490.99
主題式會計事務(人工記帳、資訊)
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滿分題庫 / 林惠
貞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3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60-3 (平
裝)
1.會計 495
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(含概要) / 歐欣
亞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2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58-0 (平
裝)
1.會計學 495.1
高等會計學理論與應用 = Advanced
accounting / 林蕙真, 劉嘉雯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証業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840 面; 26 公分 .-- (正業
會審專業叢書 ; 第 31 號) .-- ISBN 978986-99077-6-7 (平裝) NT$840
1.高級會計 495.1
會計學 : 以國際會計準則為基礎 / 林
有志, 黃娟娟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
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6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278-7-1 (平裝)
1.會計學 495.1
會計學統測(歷年試題+模擬考) / 陳
智音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5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207 (平裝)
1.會計學 495.1
LINE 社群的集客吸粉行銷必勝術 /
榮欽科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1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48-3 (平
裝) NT$320
1.網路行銷 2.網路社群 496
只做喜歡的事 = The snow peak way /
山井太作 ; 日經 TOP LEADER 編著 ;
王靜怡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31-6 (平裝)
1.企業經營 2.品牌 3.品牌行銷 496
快樂至上的經營之道 = The snow peak
way. II / 山井太作 ; 王靜怡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32-3 (平裝)
1.企業經營 2.品牌 3.品牌行銷 496
直覺行銷 : 運用 11 種人性直覺,讓人
不用多想就掏錢的商業巧思 / 馬修.
威爾克斯(Matthew Willcox)著 ; 林怡
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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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00 面;
23 公 分 .-- (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;
BW0770) .-- ISBN 978-986-5482-95-4
(平裝) NT$480
1.行銷管理 496
流量為王!迎接 TikTok 時代 : 百萬播
主實戰上線,TikTok 經營操作大公開
/ 蕭聰傑, 周琦森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16-4-3 (平裝) NT$280
1.網路社群 2.網路行銷 496
從零開始讀懂數位行銷 : 一本掌握
社群經營、媒體平台、商業模式的
基礎 / 西川英彦, 澁谷覚著 ; 陳朕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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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71-8 (平
裝) NT$450
1.網路行銷 2.電子商務 3.網路社群
496
視覺化行銷的 71 種技巧 / 泰勒.雷薩
德, 馬可士.薛萊登著 ; 陳筱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6 .-- 288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39-1 (平裝)
NT$380
1.網路行銷 2.視覺傳播 496

(Chris Jones)著 ; 陳文和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商業周刊, 11005 .-- 432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40-7 (平裝)
NT$560
1.商品管理 2.專案管理 496.1
自造成功!提升營收與所得的個人品
牌經營術 / Hank Chin 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0-523-8 (平裝) NT$320
1.品牌 2.行銷策略 496.14

推廣法 / 渡瀨謙著 ; 張嘉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實用知識 ; 75) .-- ISBN 978-986-248958-1 (平裝) NT$350
1.銷售 2.銷售員 3.職場成功法
496.5
全球物流 200 講 / 林文恭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775-9 (平裝)
1.物流管理 496.8

品 牌 探 討 與 實 踐 指 南 = Brand
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guide / 林家逸,
林昀嬋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
部工業局, 11003 .-- 119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3-168-9 (平裝)
1.品牌 2.品牌行銷 3.個案研究
496.14

*廣告魔法師 : 讓廣告實現你的夢想
/ 羅伊.威廉斯著 ; 陳正菁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廣告傳
媒 ; 4) .-- ISBN 978-986-5569-19-8 (平
裝) NT$320
1.廣告學 2.中小企業 497

品牌關鍵思維 : 讓顧客自我感覺良
好,打造雞皮疙瘩時刻 / 布魯斯.特克
爾(Bruce Turkel)著 ; 信任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57-7 (平
裝) NT$430
1.品牌 2.品牌行銷 3.行銷策略
496.14

一頁銷售賺錢兵法 : 爆單銷售頁公
式全揭密 / 曾蘋果(曾薇玲)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0-62-6 (平裝) NT$480
1.廣告設計 2.網路廣告 497.2

消費者行為 : 洞察生活、掌握行銷 /
曾光華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前程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75-7-2 (平
裝)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心理學 496.34
消費者行為 = Consumer behavioral /
鄭紹成, 王雪瀞, 吳敏華, 高于歡編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84-908-3 (平裝)
1.消費者行為 496.34

數位整合行銷傳播 / 鄭自隆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 11004 .-- 4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3-1255 (平裝)
1.行銷傳播 2.廣告學 496

0 戒心銷售術 : 掌握 9 大銷售重點,精
準找到客戶的痛點 / 黃榮華, 肖贊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29-8 (平裝)
NT$299
1.銷售 2.銷售員 3.職場成功法
496.5

專案管理領導力 : 不需要超強人才、
只要有好團隊,就能打造一流產品 /
馬提.凱根(Marty Cagan), 克里斯.瓊斯

內向又怎樣,不刷存在感也能成交 :
不炒氣氛、不高談闊論、不強迫推
銷,讓內向者自在工作的階段式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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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角的藥妝龍頭 : 超級零售勢力屈
臣氏的崛起與挑戰 / 趙粵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(企業傳奇) .-- ISBN 978-957-08-57627 (平裝)
1.屈臣氏個人護理店 2.零售商 3.企
業經營 498.2

企業管理
PMP 專案經理武功祕笈 / 李育文作 .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03 .-- 5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-138-2 (平
裝)
1.專案管理 494
老子談管理 : 無為而生的八十一堂
企業經營管理學 / 李昱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08-5-2 (平裝)
NT$450
1.老子 2.研究考訂 3.企業管理 494
企業 A+的基石.GISC 模式 : 治理、創
新、傳承與文化 / 陳春山, 周筱玲, 熊
維強, 蘇勇, 汪志勇, 邱南傑, 陳淩, 朱

建 安 , 鍾 喜 梅 , Veerapong Malai,
Luckxawan
Pimsawadi,
Suchart
Tripopsakul, 魏美蓉, 李逸庭合著 ; 陳
春山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前程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75-8-9 (平
裝)
1.企業管理 494

簡單創新 : 善用虛實整合,提供精準
服務,化解組織慣性,強化競爭力 / 李
萬國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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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55-3-2 (平裝) NT$300
1.企業管理 2.個案研究 494

企業管理 / 榮泰生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586-5 (平裝) NT$580
1.企業管理 494

讓部屬甘心跟著你 : 寫出蘋果、微
軟、YouTube、Netflix 都在用的願景
劇本,帶領團隊邁向高峰 / 麥可.海亞
特(Michael Hyatt)作 ; 吳書榆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54-0 (平裝)
NT$380
1.企業領導 2.企業經營 494

動盪時代的管理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
F. Drucker)作 ; 顧淑馨譯 .-- 臺北市 :
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72
面; 22 公分 .-- (跨世紀大師彼得.杜拉
克全集 ; 18) .-- ISBN 978-986-99851-54 (精裝) NT$400
1.管理科學 494
猶太人為什麼會那麼有錢 / 孫朦作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(成功講座 ; 368) .-- ISBN 978-986392-372-5 (平裝) NT$260
1.企業管理 2.成功法 3.猶太民族
494
猶太心機 : 鍛鍊精準投資眼力,成為
商場大戰最終贏家 / 溫亞凡, 才華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92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625-0 (平裝) NT$350
1.企業管理 2.成功法 3.猶太民族
494
腹黑經商史 : 美國大膽 X 猶太心機 X
日本巧取,不懂商人一肚子壞水,下一
秒就被生吞活剝! / 崔英勝, 季節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627-4 (平
裝) NT$360
1.商業管理 494
零意志力也 OK!懶人 PDCA 工作術 :
擺脫瞎忙、無紀律、沒毅力,軟爛魯
蛇也能精準實踐的行動心法 / 北原
孝彥著 ; 張嘉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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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0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89-3 (平裝)
1.企業管理 2.職場成功法 494

高效營運的 80 則關鍵問答 : 這是一
本具有百萬價值的營運教戰手冊 討
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. 第二輯
/ 陳宗賢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
聖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20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8728-1-3 (平裝)
1.企業經營 2.企業管理 3.行銷策略
4.問題集 494.022
化繁為簡的科學 : 管理商業裡無序、
無法預測、無固定解問題的 4 大策
略 / 瑞克.納森(Rick Nason)著 ; 邱碧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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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莫若以明 ; BA8027) .-ISBN 978-986-5482-92-3 ( 平 裝 )
NT$400
1.決策管理 2.商業管理 494.1
情緒經濟時代 : 如何打造人見人愛
的商業模式 / 凱爾.MK(Kyle M.K.)作 ;
陳重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(Unique 系列 ; 54) .-- ISBN
978-957-9054-84-3 (平裝) NT$360
1.商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3.策略規劃
494.1
創造 1000 倍的全球市場 : 數位企業
和傳統企業數位轉型必須具備的六
大 新 競 爭 優 勢 / 瑞 姆 . 夏 藍 (Ram
Charan)著 ; 龐元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真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認
真職場 ; 13) .-- ISBN 978-986-99539-48 (平裝) NT$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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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企業策略 2.決策管理 3.企業競爭
4.企業再造 494.1
創新商業模式案例精選 : 網路金融、
電 子 商 務 、 行 動 支 付 = Startups :
mobile payment, e-commerce and efinance / 胡自立, 朱師右, 王琬昀, 林
忻祐, 余明興, 蘇鈺婷, 呂蓁, 高志昕,
蘇醒文, 劉佳苹, 電子商務組作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
業情報研究所, 11003 .-- 1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16-6 (平裝)
NT$8000
1.商業管理 2.電子銀行 3.電子商務
4.個案研究 494.1
創新商業模式案例精選 : 影音媒體、
學習出版 = Startups : media, publishing
and education / 吳柏羲, 鐘映庭, 簡妤
安, 林忻祐, 柳育林, 簡祐延, 劉佳苹
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
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003 .-- 16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17-3 (平
裝) NT$8000
1.商業管理 2.數位媒體 3.個案研究
494.1
從阿德勒學領導 : 讓等待指示的部
下主動出擊 / 大平信孝作 ; 張嘉芬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
11004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pecunia ;
3) .-- ISBN 978-986-06204-2-9 (平裝)
NT$370
1.領導者 2.組織管理 3.職場成功法
494.2
麥肯錫主管意見回饋術 : 一流顧問
都在用的精準傳達技巧,避免誤解、
幫助團隊快速調整工作狀態,還能留
住人才! / 服部周作著 ; 李彥樺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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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03-3-7 (平裝) NT$380
1.領導者 2.組織管理 3.職場成功法
494.2
組織行為 : 臺灣經驗與全球視野 / 戚
樹誠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0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92-02-1 (平裝)
1.組織行為 494.2
圖解實用新產品開發與研發管理 /
張哲朗, 鄭建益, 施柱甫, 顏文俊, 李
明清, 吳伯穗, 陳勁初, 邵隆志, 黃種
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62-6 (平裝)
NT$420
1.生產管理 494.2
好主管一定要學會責罵的技術 : 主
管這樣罵人,部屬感激你一輩子 / 嶋
田有孝著 ; 張婷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
列 ; 59) .-- ISBN 978-986-507-354-1 (平
裝) NT$320
1.管理者 2.人事管理 494.23
採購付款循環查核 : SAP ERP 重複付
款查核實例演練 / 黃秀鳳作 .-- 2 版 .- 臺北市 :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1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959-2-7 (平裝附數位影音
光碟)
1.稽核 2.管理資訊系統 494.28
人力資源管理者都在修的七堂工作
素養 / 王遐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
358) .-- ISBN 978-957-13-8857-1 (平裝)
NT$420
1.人力資源管理 494.3
人類圖財賦密碼 / 林福益(Alex Lin)
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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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61-0 (平裝)
NT$580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494.35
*手搖杯+泡麵+(房貸)=老闆你說的
都對! / 許喻理(Yuli)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,
11004 .-- 168 面; 19 公分 .-- (Graphic
times ; 19) .-- ISBN 978-986-384-499-0
(平裝) 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成功人士的思考整理術 / 生方正也
作 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221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71-0 (平裝)
NT$320
1.職場成功法 2.思考 494.35
攻薪計 : 不想傻傻領低薪，就必須
有點小心機 / 楊仕昇, 柳術軍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622-9 (平裝)
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 : 不信任年代
的精準說服 / 張宏裕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774-1 (平裝) NT$40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做自己的工作設計師 : 史丹佛經典
生涯規畫課--「做自己的生命設計
師」. 職場實戰篇 / 比爾.柏內特(Bill
Burnett), 戴夫.埃文斯(Dave Evans)著 ;
許恬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36 面;
20 公分 .-- (smile ; 172) .-- ISBN 978986-5549-81-7 (平裝)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涯規劃 494.35
與主管相處的必備通靈術 : 我在哪?
我是誰?主管講什麼我為什麼都聽不
懂! / 俞姿婷, 宋希玉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94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28-1 ( 平 裝 )
NT$360
1.職場成功法 2.溝通技巧 3.人際關
係 494.35
魅力領導學 : CEO 魅力教練解析領
導者的 35 道形象改造題 / 陳麗卿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5 .-- 272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476 (平裝) NT$420
1.職場成功法 2.企業領導 3.領導者
494.35
職場生存必學的人性心理學 / 榎本
博明著 ; 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
60) .-- ISBN 978-986-507-371-8 (平裝)
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2.工作心理學 494.35
職場必備一生受用!深度思考、清楚
表達的邏輯思考大全 / 西村克己著 ;
吳亭儀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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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(ideaman ; 128) .-ISBN 978-986-5482-62-6 ( 平 裝 )
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2.思考 494.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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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靠度保証 : 工程與管理技術之應
用 / 柯煇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科
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4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5-558-9 (平
裝) NT$600
1.品質管理 2.產品檢驗 494.56
*最新圖解失效模式分析(FMEA)與
實務運用 : AIAG FMEA:2008 與新版
AIAG VDA FMEA:2019 解說 / 劉昱廷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元神館出版
社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元神系列 ; 3) .-- ISBN 978-9866465-39-0 (精裝) NT$600
1.品質管理 494.56
IBM 首席顧問最受歡迎的圖表簡報
術 : 69 招視覺化溝通技巧,提案、企
畫、簡報一次過關! / 清水久三子著 ;
黃友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
11005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9-41-4 (平裝) NT$320
1.簡報 2.圖表 3.視覺設計 494.6

社會科學類
總論
巨量資料與社會科學 : 研究方法與
工具之實務引導 / Ian Foster, Rayid
Ghani, Ron S. Jarmin, Frauke Kreuter,
Julia Lane 原著 ; 陳信木, 吳永明, 翁
志遠, 楊琇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2-05-2 (平
裝)
1.社會科學 2.大數據 3.統計方法
501.2
傻瓜也會寫論文(量化+質化增訂版) :
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 / 顏志
龍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08-4 (平裝)
NT$300
1.社會科學 2.研究方法 3.論文寫作
法 501.2
臺灣碳社會成本的模擬分析 =
Country-level social cost of carbon for
Taiwan / 劉哲良, 吳珮瑛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,
11004 .-- 56 面; 23 公分 .-- (經濟專論

系列 ; 237) .-- ISBN 978-986-5795-51-1
(平裝) NT$300
1.環境社會學 2.氣候變遷 3.環境保
護 4.臺灣 501.64

統計
統計學 : 生活與休閒實務應用 / 牛涵
錚, 楊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
書局, 11004 .-- 4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3-126-2 (平裝)
1.統計學 510
16 小 時 學 會 結 構 方 程 模 型 :
SmartPLS 進階應用講義 / 陳寬裕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675-6 ( 平 裝 )
NT$500
1.統計套裝軟體 2.統計分析 512.4

教育
丟掉課本之後,學習才真正開始 : 啟
動學習的 9 大關鍵字 / 吳緯中, 馬嶔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6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73-4 (平
裝) NT$350
1.教育理論 520.1
明公啟示錄 :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. 二,
無縫陪伴及孩童從零-七歲的身心發
展與教育 / 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51-1 (平裝)
NT$300
1.教育哲學 2.幼兒教育 520.11
洛克的倫理推證論及其德育意涵 /
歐陽教(Oscar Jiaw Ouyang)著 ; 李彥儀
譯 .-- 臺北市 : 文景書局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4926-8-3 (平裝) NT$350
1.洛克(Locke,John,1632-1704) 2.教育
哲學 3.倫理學 4.學術思想 520.11
圖解啟動自主學習力 : 沒有段考、
導師和功課的學校,如何造就未來最
需要的人才 / 工藤勇一著 ; 陳嫺若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1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47-4 (平裝)

1.教育理論 2.日本

520.131

椅子上的遐思 : 共同攜手走一條無
人問津的道路 / 倪鳴香, 邱奕叡主
編 .-- 宜蘭縣冬山鄉 : 財團法人人智
學教育基金會, 11004 .-- 28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43-2-2 (平裝)
1.臺灣教育 2.文集 520.933
慈濟教育志業 : 曉了分別 性相真實
= Tzu Chi mission of education / 慈濟學
校財團法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03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938-8-3 ( 精 裝 )
NT$48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教育
事業 3.公益事業 520.933
優秀老師大不同 : 成為 A 到 A+的老
師必須知道的 19 件事 / 陶德.威塔克
(Todd Whitaker)著 ; 張家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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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木馬人文 ; 17) .-- ISBN 978-986359-884-8 (平裝) NT$320
1.教學法 2.師生關係 521.4
探索與冒險教育 : 理論與實踐 =
Adventure education : theory and
practice / 吳崇旗, 李晟瑋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,
11004 .-- 2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3899-7-7 (平裝) NT$450
1.教學理論 2.教學活動設計 3.生活
化教學 521.419
國民中小學教師生涯發展與專業成
長之研究 / 孫國華著 .-- 臺南市 : 長
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, 11003 .-- 470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58-85-2 (平
裝) NT$300
1.教師 2.生涯規劃 3.教師人事行政
522.1
教師資格考試 : 專業科目建構反應
素養導向試題作答祕笈 / 吳明隆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573-5 ( 平 裝 )
NT$250
1.教師專業資格 522.1
*我國師資培育政策論述分析 : 以終
身學習教師圖像為中心 / 王等元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96-854-1 (平裝) NT$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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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師資培育 2.終身學習 3.文集
522.607
兒童哲學工作坊 : 35 堂給孩子們的
哲 學 課 / 夏 拉 . 帕 斯 托 里 尼 (Chiara
Pastorini)著 ; 趙德明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761-0 (平裝)
1.兒童學 523.1
找找看!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.
樂園篇 / 紙上魔方編繪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39-8 (精裝) NT$280
1.兒童遊戲 2.益智遊戲 3.兒童教育
523.13
會玩才會學 / 彼得.格雷(Peter Gray)
作 ; 吳建緯譯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
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i-learn 系列 ; 3) .- ISBN 978-957-9054-87-4 ( 平 裝 )
NT$340
1.兒童遊戲 2.兒童心理學 523.13
是誰偷了我的城堡. 上集, 阿甲出任
務 / 陳玲芬作 ; 楊立傑繪圖 .-- 1 版 .- 南投市 : 南投縣政府, 11003 .-- 45 面;
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5422-70-7 (精裝)
1.學前教育 2.土地行政 3.繪本
523.2
切切切 / 曹俊彥圖 ; 謝武彰文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4 面; 20X20 公分 .- (小魯寶寶書 ; 27N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66-46-3 ( 精 裝 )
NT$300
1.數學教育 2.學前教育 3.幾何 4.繪
本 523.23
幼兒園學習環境中的美感實踐 : 台
灣.台中愛彌兒幼兒園現場實例 / 侯
憲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16 面; 26
公分 .-- (幼兒教育系列 ; 51215) .-ISBN 978-986-191-993-5 ( 平 裝 )
NT$350
1.藝術教育 2.美學 3.學前教育
523.23
形狀不一樣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54-25-5 (平裝)

1.學前教育 2.圖案 3.繪本

523.23

蒙特梭利教具操作實錄. 感官教育
篇 : 應證自主學習教育 / 張源生, 林
瑄蓉, 劉艷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中華民國蒙特梭利學會, 11003 .-- 34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714-18 (平裝) NT$500
1.蒙特梭利教學法 2.幼兒教育
523.23
魔力點點秀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54-24-8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美學 3.藝術教育
523.23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日語文教材教
法 / 周欣佳, 陳姿菁, 闕百華, 羅曉勤
著 ; 陳淑娟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教育部, 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1-85-0 ( 平 裝 )
NT$37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地理教材
教法 / 丁志堅 , 吳育臻, 林聖欽著 ; 林
聖欽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005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1-79-9 (平裝) NT$36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表演藝術
教材教法 / 江之潔, 李其昌, 卓子文,
施芳婷, 張正興, 梁津津, 詹雅琇著 ;
李其昌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
部, 11005 .-- 27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1-83-6 (平裝) NT$36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音樂教材
教法 / 李睿瑋, 林小玉, 紀雅真, 郭芳
玲, 梁蓓禎, 張哲榕著 ; 林小玉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81-2 (平裝) NT$35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家政教材
教法 / 李秀靜, 周麗端, 葉明芬, 齊慶
玲, 鄭忍嬌, 魏秀珍著 ; 周麗端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

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93-5 (平裝) NT$44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健康教育
暨健康與護理教材教法 / 高松景, 高
翠霞, 張晏蓉, 張麗春, 廖梨伶, 蕭雅
娟, 鄭其嘉, 劉潔心, 龍芝寧著 ; 劉潔
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0-02-2 (平裝) NT$42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視覺藝術/
美術教材教法 / 王麗雁, 江學瀅, 邱敏
芳, 高嘉宏, 陳育祥, 陳育淳, 趙惠玲,
鍾政岳著 ; 趙惠玲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-82-9 (平裝)
NT$31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輔導教材
教法 / 林佳慧, 吳姿瑩, 洪素蘋, 陳學
志, 張雨霖, 蔡幸君, 鄭秀琴, 賴奕銘
著 ; 陳學志, 張雨霖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3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-95-9 (平裝)
NT$30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歷史教材
教法 / 吳政哲, 吳翎君, 莊德仁, 陳惠
芬, 陳豐祥著 ; 陳惠芬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7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-78-2 (平裝)
NT$35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中學體育教材
教法 / 周建智, 林靜萍, 施登堯, 陳昭
宇, 陳信亨, 陳萩慈, 程峻, 程瑞福, 掌
慶維, 詹恩華著 ; 程瑞福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4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039 (平裝) NT$32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西班牙語文教
材教法 / 林姿如, 林麗涒, 黃悅華, 曾
麗蓉著 ; 曾麗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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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1-89-8 ( 平 裝 )
NT$29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法語文教材教
法 / 阮若缺, 周瑩琪, 黃馨逸, 藍一俐
著 ; 阮若缺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教育部, 11005 .-- 288 面; 2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1-87-4 ( 平 裝 )
NT$37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俄語文教材教
法 / 吳佳靜, 張瑞承, 葉相林, 鄢定嘉
著 ; 鄢定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教育部, 11005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1-91-1 ( 平 裝 )
NT$20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高中生命教育
教材教法 / 方德隆, 李昱平, 陳立言,
陳慧姿, 張淑美, 劉麗惠, 關婉玲著 ;
張淑美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
部, 11005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1-96-6 (平裝) NT$34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高中生涯規劃
教材教法 / 王玉珍, 田秀蘭, 宋珮綺,
周明蒨, 陳玉芳著 ; 田秀蘭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-973 (平裝) NT$29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高中全民國防
教育教材教法 / 李正文, 李宗模, 周昇
鴻, 黃立夫, 楊長青, 戴政龍著 ; 陳勁
甫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005 .-- 2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0-04-6 (平裝) NT$28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高中法律與生
活教材教法 / 周志宏, 高川博, 陳奕廷,
曾慧佳著 ; 周志宏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-98-0 (平裝)
NT$330
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1.中國文字 2.漢字 3.中小學教育
523.311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高中環境科學
概論教材教法 / 白佩宜, 石純齊, 張子
超, 劉雅瑄著 ; 張子超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-99-7 (平裝)
NT$27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國中童軍教材
教法 / 方郁集, 杜宜璇, 林佳慧, 徐秀
婕, 陳志南, 陳馨怡 張文鑫, 張榕庭,
賴姿樺, 謝岱玲著 ; 蔡居澤, 徐秀婕主
編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教 育 部 ,
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1-94-2 (平裝) NT$31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部首的故事課. 5, 龍龜鹿巧手畫 / 陳
姞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42-8 (平
裝) NT$320
1.中國文字 2.漢字 3.中小學教育
523.311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高中藝術生活
教材教法 / 丘永福, 徐千黛, 張連強,
楊雅惠, 謝文茹, 簡俊成著 ; 丘永福主
編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教 育 部 ,
11005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1-84-3 (平裝) NT$30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義大利語文教
材教法 / 吳若楠, 陳奕廷, 張孟仁著 ;
張孟仁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
部, 11005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1-90-4 (平裝) NT$35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*識字小學堂. 2 : 認識身體、角色、
感受 / 語文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易可數
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120 面; 20X21 公分 .-- (柏樂小學堂 ;
2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621-79 (平裝) NT$450
1.漢語教學 2.識字教育 3.小學教學
523.311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國小生活課程
教材教法 / 吳璧純, 許允麗, 陳思玎,
陳春秀, 鄭淑慧著 ; 吳璧純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008 (平裝) NT$34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德語文教材教
法 / 陳姿君, 黃靖時, 萬壹遵, 廖揆祥,
鄭欣怡著 ; 黃靖時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1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-88-1 (平裝)
NT$25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國小健康與體
育教材教法 / 林國榮, 莊紘珍, 夏淑琴,
黃志成, 程汶葦, 鄭麗媛, 謝玉姿, 鐘
敏華著 ; 鐘敏華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4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0-01-5 ( 平 裝 )
NT$32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韓語文教材教
法 / 扈貞煥, 陳慶智, 鍾長志著 ; 鍾長
志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005 .-- 1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1-86-7 (平裝) NT$25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
面積迷宮. Vol.6, 靈感篇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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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160 面; 21 公
分 .-- (愛生活 ; 112) .-- ISBN 978-9865520-44-1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數學遊戲 3.小學教學
523.32

小學生快速提升閱讀能力的 14 堂課
/ 崔勝弼著 ; 林侑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親子田系
列 ; 43) .-- ISBN 978-986-507-352-7 (平
裝) NT$450
1.閱讀指導 2.小學教育 523.31

*國際小學數學競賽試題詳解. 第二
輯.2013-2019 = Elementary mathematics
international contest / 朱華偉, 孫文先
解析.評註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九章出
版社, 110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03-335-3 (平裝) NT$300
1.數學 2.學科競賽 523.32

用字卡說故事 / 周盈萱著 .-- 初版 .-新 北 市 : 周盈 萱 , 11004 .-- 85 面 ;
21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43-8759-5 (平裝) NT$460
1.漢語教學 2.小學教學 523.311

學會照顧自己 / 陳儷文撰文 ; 森酪梨
繪圖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國
語日報社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751-868-2 (上冊:平裝) NT$300 .-ISBN 978-957-751-869-9 (下冊:平裝)
NT$300
1.衛生教育 2.初等教育 523.33
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國小綜合活動
教材教法 / 王為國, 方德隆, 丘愛鈴,
周雅釧, 張淑芳, 廖婉雯, 蕭佳華, 魏
麗敏著 ; 王為國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1-92-8 ( 平 裝 )
NT$330
1.中小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叢書
523.308
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: 國小藝術教材
教法 / 邱鈺鈞, 陳曉嫻, 曾仰賢, 張超
倫, 張麗玉, 鄭明憲著 ; 鄭明憲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5 .-2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180-5 (平裝) NT$380

部首的故事課. 4, 足舟車出發了 / 陳
姞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41-1 (平
裝) NT$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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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春藤兒童英語 Ivyland. No.3 / 黃淑
芬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
智網文教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和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7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05-407 (平裝)
1.英語教學 2.小學教學 523.318

AI 時代的課程與教學 : 前瞻未來教
育 / 黃思華, 張玟慧, 陳劍涵, 王智弘,
卓冠維, 湯維玲, 吳彥慶, 黃文定, 許
籐繼, 林玲宜, 張芬芬, 歐陽誾, 顏百

鴻, 賴阿福, 曾雲濤, 范進偉, 吳俊憲,
楊易霖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039 (平裝) NT$400
1.資訊教育 2.人工智慧 3.教學法
523.38
Impress 7.x 簡報自由學 LibreOffice /
小石頭編輯群, 蔡慧儀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小石頭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160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6307-8-8 (平裝附光碟片)
1.電腦教育 2.LibreOffice(電腦程式)
3.小學教學 523.38
Micro:bit 2.0 運算思維輕鬆學 / 蘇清
得, 葉景棋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宏
全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10-2-4 (平
裝)
1.電腦教育 2.微電腦 3.電腦程式設
計 4.中小學教育 523.38
PhotoCap 6 影像小達人 / 小石頭編輯
群, 夏天工作室作 .-- 臺北市 : 小石頭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307-6-4 (平裝附
光碟片)
1.電腦教育 2.多媒體 3.數位影像處
理 4.九年一貫課程 523.38
Windows 10 電腦入門 / 巨岩出版編輯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巨岩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6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806-56-8 (平裝
附光碟片)
1.電腦教育 2.WINDOWS(電腦程式)
3.作業系統 4.小學教學 523.38
Windows 10 電腦入門輕鬆學 / 蘇清得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全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010-3-1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WINDOWS(電腦程式)
3.作業系統 4.小學教學 523.38
Writer 7.x 文書自由學 LibreOffice / 小
石頭編輯群, 蔡慧儀編著 .-- 臺北市 :
小石頭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307-7-1 (平
裝附光碟片)
1.電腦教育 2.LibreOffice(電腦程式)
3.小學教學 523.38
小創客輕鬆玩 : micro:bit V2 基礎教
案 / 宇宙機器人教案研究室作 .-- 臺
中市 : 宇宙機器人企業有限公司 ,

11003 .-- 68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372-8-2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微電腦 3.電腦程式設
計 523.38
臺中市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
「友善校園」成果專輯. 109 年度 /
陳怡婷, 黃貴連, 葉中雄, 周國生, 徐
吉春, 韓順進, 陳貞蓉總編輯 .-- 臺中
市 :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, 11005 .-- 15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713 (平裝)
1.學務 2.教育輔導 3.中小學教育
523.6
雅加達臺灣學校創校卅週年專刊 /
包砡萍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張
晉福, 11005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51-9 (平裝)
1.雅加達臺灣學校 2.國際學校
523.9393
高級中等學校素養導向教學理念與
實踐 : 語文暨社會科學領域 / 須文蔚,
陳秋蘭, 楊秀菁, 陳國川, 董秀蘭, 蒲
基維, 徐千惠, 詹敏佳, 陳玉嘉, 梁淑
玲, 張珮娟, 陳麗明, 樊可瑜, 施勇廷,
葉秋菊, 陳一隆, 陳詩雯, 郭麗明, 黃
春木, 連珮瑩, 孫細, 謝承霖, 莊宗達,
鄒怡婉, 趙友崧, 張晏豪, 張孝評, 曾
露瑤, 徐慈華作 ; 甄曉蘭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育署, 11003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0-09-1 (平裝) NT$480
1.教學研究 2.教學設計 3.中等教育
524.3
高級中等學校素養導向教學理念與
實踐 : 數學暨自然科學領域 / 張鎮華,
陳鴻宜, 周金城, 張永達, 陳泰然, 曾
政清, 王聖淵, 曾慶良, 林春煌, 蔡皓
偉, 張智詠, 趙晉鴻, 翁正鴻, 陳冠宏,
謝孟揚, 陳家騏, 林淑梤, 李俊穎, 張
仁壽, 楊憲忠, 許程迪, 趙臨軒, 黃建
彰, 曹雅萍, 李麗偵, 鍾曉蘭, 林主旭,
黃俊慈, 葉鈞喬, 蔡靜誼, 陳珮文, 張
家齊, 李泱寰作 ; 甄曉蘭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育署, 11003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0-08-4 (平裝) NT$360
1.教學研究 2.教學設計 3.中等教育
524.3
高雄市國中學生獨立研究專輯. 第 23
輯, 國中學生獨立研究作品集. 109 年
度 / 黃金花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高雄
42

市政府教育局, 11003 .-- 15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23-0 (平裝)
1.中等教育 524.3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散文
選讀(教師手冊). 1 / 孫紹振, 孫劍秋
主編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5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55-4-8 (上卷:平裝)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散文
選讀(教師用書). 1 / 孫紹振, 孫劍秋
主編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55-5-5 (上卷:平裝)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散文
選讀. 1 / 孫紹振, 孫劍秋主編 .-- 臺南
市 :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55-3-1 (上卷:平裝)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國中會考閱讀素養課 / 梁虹瑩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Guide
Book ; 376) .-- ISBN 978-986-5582-40-1
(平裝) NT$399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高中數學 A iFun 學課堂講義 / 蔡杰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47-8 (第 3 冊:
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2
國中資優數學王一本制霸 : 重點整
理、快速複習! / 學研 Plus 編著 ; 陳
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70-5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2
超數滿分數學學測模擬試題 / 趙志
益, 林志銘, 劉鴻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18-4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
524.32

滿分應試王 : 數學學測總複習 / 趙志
益, 陳月娥, 林志銘, 楊佳霖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23-8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
524.32
數學掌心雷 / 三民數學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32-0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2
歷史科歷屆大考試題分類解密 / 三
民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.-- 增訂六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19-1 (平裝)
1.歷史教育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
524.34
化學科青素報 / 鐘建坪, 劉曉倩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35-1 (平裝)
1.化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
1.生物學 2.中等教育

524.36

地科科青素報 / 嚴融怡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29-0 (平裝)
1.地球科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地科掌心雷 / 三民地科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04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30-6 (平裝)
1.地球科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地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/ 三民
地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22-1 (平裝)
1.地球科學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
524.36
物理科青素報 / 曹盛威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31-3 (平裝)
1.物理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
化學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/ 三
民化學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21-4 (平裝)
1.化學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 524.36

物理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/ 三
民物理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24-5 (平裝)
1.物理學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
524.36

化學掌心雷 / 三民化學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8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38-2 (平裝)
1.化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
物理掌心雷 / 三民物理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5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27-6 (平裝)
1.物理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
生物科青素報 / 張景淞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37-5 (平裝)
1.生物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
國中趣味科學實驗教學 / 楊明獻著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592-6 ( 平 裝 )
NT$360
1.科學教育 2.科學實驗 3.中等教育
524.36

生物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/ 三
民生物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34-4 (平裝)
1.生物學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
524.36
生物掌心雷 / 三民生物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28-3 (平裝)

藝術學思達 / 孫菊君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教育教養 ; BEP065) .-- ISBN 978-986525-123-9 (平裝) NT$380
1.藝術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7
人人都是一本書 / 羅尹蔚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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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, 11003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5-24-7 (平裝)
1.美術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72
英文小說解讀攻略. 冒險篇 /
GuyHerring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4
面; 30 公分 .-- (閱讀成癮) .-- ISBN
978-957-14-7167-9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3.中等教育 524.38
英文掌心雷 /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39-9 (平裝)
1.英語 2.中等教育 524.38
英語力 : 英語聽說能力訓練(寂天雲
隨身聽 APP 版) / Owain Mckimm 著 ;
丁宥榆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44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025 (第 1 冊:菊 8K 平裝)
1.英語教學 2.中等教育 524.38
戰勝學測五大題型完全攻略 / 希伯
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41-537-3 (全套:平裝)
1.英語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 524.38
一起踏上實驗教育的征途 : 臺北市
第一所公辦公營實驗中學的遠征探
索式學習經驗分享 / 臺北市立芳和
實驗中學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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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商周教育館 ;
45) .-- ISBN 978-986-5482-94-7 (平裝)
NT$360
1.臺北市立芳和實驗中學
524.833/101
錦軸綿長 : 1946-2020 復興的創建及
成長 / 陳培思, 朱乙真採訪撰寫 .-[臺北市]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096-6 ( 精 裝 )
NT$2500
1.臺北市復興實驗高級中學
524.833/101
LET'S DOIT : 中華大學創新創意校園
新 運 動 = Chung Hua University
innovative and creative campus new
movement 2010-2025 / 研發處創新與
創意中心編輯 .-- 新竹市 : 中華大學,

11004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422-32-4 (平裝)
1.高等教育 2.普及教育 3.課程規劃
設計 4.文集 525.07
情感教育課程的設計與實踐 / 林乃
慧著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
中心, 11003 .-- 5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358-84-5 (平裝)
1.情意教育 2.課程規劃設計 3.高等
教育 525.3
前瞻數位社會科學人才培育創新教
學方法 : 創新與挑戰 / 蕭富仁, 胡中
凡, 林常青, 洪綾君, 郭彥廉, 蒙志成,
楊子慶, 劉彥翎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,
11004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47-8-3 (平裝)
1.高等教育 2.社會科學 3.教學研究
4.文集 525.307
桃園文化廊道. 歷史篇 / 桃園文化廊
道 USR 計畫辦公室作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, 11003 .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594-52-6 (平裝)
1.通識教育 2.區域研究 3.高等教育
4.桃園市 525.33
IR 實務方程式 : 資訊應用與智慧決
策 = Institutional research / 王俊權, 王
新吾, 江政杰, 阮業春, 林文彬, 林家
禎, 邱裕賓, 范雅晴, 張偉斌, 陳百盛,
陳俊龍, 陶淑瑗, 游政憲, 游璧菁, 葉
庭君, 廖廣仁, 潘彥蓉, 蔡梨敏, 薄榮
薇, 鍾育明, 顏巧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, 11005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5518-8-6 (平裝) NT$300
1.高等教育 2.學校行政 3.教育評鑑
525.6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務基金經典祕
笈 / 趙秀真, 黃寶慧, 姚鈺襌, 林冠如,
黃馨玫, 張藝孆, 劉烟紅, 吳宜真, 吳
孟芬, 張美玲, 張雯鈴, 蘇文秀, 李巧
怡, 黃渝婷, 李麗秋編輯 .-- 初版 .-- 彰
化市 :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, 11003 .-161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490-4-3 (平裝)
1.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.學校管理
525.6
經營之神培育術 : 臺中科技大學教
職員口述史 /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圖
書館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

臺中科技大學圖書館, 11006 .-- 18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398-3-9 (精
裝) NT$500
1.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.口述歷史
525.833/115
亞大雙十 智慧卓越 : 亞洲大學 20 週
年 特 刊 = Asia University 20th
anniversary / 蔡進發, 鄧成連, 施能義
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亞洲大學, 11004 .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222-8-5 (精裝)
1.亞洲大學 525.833/117
南華大學創校 25 週年紀念特刊 / 劉
家均文字編輯 .-- 嘉義縣大林鎮 : 南
華大學, 11003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6109-77-5 (平裝)
1.南華大學 525.833/125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計畫經典祕
笈 / 趙秀真, 吳孟芬, 張美玲, 張雯鈴,
蘇文秀, 李巧怡, 李麗秋, 黃渝婷, 黃
寶慧, 姚鈺襌, 林冠如, 黃馨玫, 張藝
孆, 劉烟紅, 吳宜真編輯 .-- 初版 .-- 彰
化縣彰化市 :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,
11003 .-- 35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490-3-6 (平裝)
1.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.教育行政 3.
學校管理 526
教育行政新議題 = Emerging issues in
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/ 李安明, 謝
傳崇, 林志成, 顏國樑, 謝卓君著 ; 顏
國樑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48 面; 23 公
分 .-- (高等教育系列) .-- ISBN 978957-511-511-1 (平裝) NT$350
1.教育行政 526
海歸學生圓學夢 : 跨國銜轉學習服
務資源手冊 / 吳樹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, 11005 .-16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6855-8 (平裝) NT$300
1.教育政策 2.學習輔導 3.新住民 4.
子女教育 526.11
*PISA 臺灣學生的表現. 2018 / 洪碧
霞, 鄒慧英, 陸怡琮, 林素微, 林哲彥,
江培銘, 吳康民, 王長勝作 ; 洪碧霞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 面; 23 公
分 .-- (社會科學研究系列 ; 81239) .-ISBN 978-986-191-992-8 ( 平 裝 )
NT$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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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育政策 2.教育評量 3.臺灣
526.933
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教師手冊 :
班級經營的有效工具,讓孩子在情緒、
人際與課業都成功 / 簡.尼爾森(Jane
Nelsen), 凱 莉 . 葛 洛 菲 博 士 (Kelly
Gfroerer)作 ; 楊詠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015-5 (平裝) NT$380
1.班級經營 2.班級教學 3.親師關係
527
優秀老師這樣做 : 50 招課堂管理術,
打造高效學習環境 / 陶德.威塔克
(Todd Whitaker), 安妮特.布諾(Annette
Breaux)著 ; 林金源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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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木馬
人文 ; 21) .-- ISBN 978-986-359-886-2
(平裝) NT$320
1.班級經營 2.教學法 527
校園霸凌防制及案例彙編手冊 / 陳
利銘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中
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, 11003 .-- 14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14-88-5 (平
裝) NT$300
1.校園霸凌 2.學校輔導 3.教育政策
527.4
自學.共好.有策略 : 我會籌組小說讀
書會 / 陳欣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(小魯優質教學 ;
BGT074) .-- ISBN 978-957-490-539-3
(平裝) NT$350
1.讀書會 2.閱讀指導 528.18
打造小小巴菲特 贏在起跑點 : 陳重
銘的親子理財 15 堂課 / 陳重銘作 ;
蔡嘉驊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尉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390-8-5 (精裝)
NT$42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理財
528.2
好爸媽的高效生氣法 : 健康地表現
怒氣,親子一起正向成長 / 張成旭著 ;
馮燕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6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68-1 (平
裝) NT$360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情緒管理
528.2
別被幼兒打敗了! : 用心、講理搞定
幼兒四十招! / 葉孟碩著 .-- 二版 .-- 新
竹縣竹北市 : 葉老師親職教育工作
室, 11004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636-1-6 (平裝) NT$390 .-ISBN 978-986-87636-2-3 ( 精 裝 )
NT$49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兒童心理
學 528.2
*家有青少年之爸媽的 33 個修練 : 你
那愈來愈陌生的孩子,該怎麼溝通? /
彭菊仙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教育教養 ;
BEP062) .-- ISBN 978-986-525-101-7
(平裝) NT$380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3.青少年教
育 528.2
家的三角形 : 父母與孩子的家庭課
題 / 呂理瑒, 朱榕蘭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光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7257-44-4 (平裝) NT$270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528.2
養出快樂的孩子比甚麼都重要 : 吳
鳳與孩子的分享教育 / 吳鳳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Creative ;
162) .-- ISBN 978-986-179-637-6 (平裝)
NT$29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528.2
讓孩子主動收拾的親子整理術 : 6 大
情境 X 實作圖例 X 零難度技巧,大人
從家事中脫身的親子整理秘訣! / 小
堀愛生作 ; 洪筱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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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96 面; 23
公分 .-- (SASUGAS ; KJ2006) .-- ISBN
978-986-289-551-1 (平裝) NT$320
1.親職教育 2.生活教育 3.子女教育
528.2
公民 : 看這本就夠了 / 邱樺編著 .-- 第
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271-2 (平裝)
1.公民教育 528.3
不!別亂碰我的身體! / 李賢惠著 ; 金
姝利繪 ; 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
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40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25-00-1 (精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不怕不怕,我有大熊 / 珍.尤倫(Jane
Yolen)文 ; 珍.克拉絲(Jen Corace)圖 ;
羅吉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4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- (Thinking ;
67) .-- ISBN 978-986-5505-59-2 (精裝)
NT$35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生命教育
4.繪本 528.33
不當肥肉怪 / 好朋友童書編繪 .-- 新
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4 .-- 40 面;
20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-3535 (精裝) NT$220
1.習慣 2.生活教育 3.學前教育 4.繪
本 528.33
不睡覺遊樂園 / 好朋友童書編繪 .-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4 .-- 40
面; 20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354-2 (精裝) NT$220
1.習慣 2.生活教育 3.學前教育 4.繪
本 528.33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7 : 我喜歡刷
牙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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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99763-8-1 (平裝附
光碟片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528.33
我不生氣,我要平靜的說 / 許萍萍著 ;
彼得潘插圖繪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
版社, 11004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50-4 ( 精 裝 )
NT$18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我不急躁,我要聽完再說 / 許萍萍著 ;
彼得潘插圖繪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
版社, 11004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49-8 ( 精 裝 )
NT$18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我不害怕,我要勇敢的說 / 許萍萍著 ;
彼得潘插圖繪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
版社, 11004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45

ISBN 978-986-452-348-1 ( 精 裝 )
NT$18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我不害羞,我要大方的說 / 許萍萍著 ;
彼得潘插圖繪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
版社, 11004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51-1 ( 精 裝 )
NT$18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我不慌張,我會清楚的說 / 許萍萍著 ;
彼得潘插圖繪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
版社, 11004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52-8 ( 精 裝 )
NT$18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我的骨頭逃跑了 / 好朋友童書編繪 .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4 .-- 40
面; 20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355-9 (精裝) NT$220
1.習慣 2.生活教育 3.學前教育 4.繪
本 528.33
我會自己收書包! / 申淳哉著 ; 安恩
珍繪 ; 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40 面; 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25-03-2 (精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我會善用零用錢了! / 申淳哉著 ; 安
信愛繪 ; 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40 面; 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25-01-8 (精裝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細菌不要盯上我 / 好朋友童書編繪 .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4 .-- 40
面; 20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356-6 (精裝) NT$220
1.習慣 2.生活教育 3.學前教育 4.繪
本 528.33
培養品德的故事 / 小紅花童書工作
室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3 .-- 96 面 ;
17X1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00-15-3 (精裝) NT$180
1.生活教育 2.德育 3.學前教育
528.33

學習成長的故事 / 小紅花童書工作
室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3 .-- 96 面 ;
17X1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00-17-7 (精裝) NT$18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保護自己的故事 / 小紅花童書工作
室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3 .-- 96 面 ;
17X1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00-18-4 (精裝) NT$180
1.安全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8
台日高齡教育政策概論 / 王子裕文
著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社團法人高
雄市終身樂學協會, 11003 .-- 163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271-1-4 (平
裝) NT$380
1.老人教育 2.教育政策 3.臺灣 4.日
本 528.433
紅鼻子 / 劉清彥文 ; Mori 三木森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
出版 : 巴巴文化發行, 11004 .-- 4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97-2-1 (精
裝) NT$350
1.生命教育 2.繪本 528.59
農業資訊管理實習. 上 / 蔡政廷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140 面; 26 公分 .-- 技
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.-- ISBN
978-986-5531-37-9 (平裝)
1.農業經營 2.資訊管理系統 3.技職
教育 528.831
旅遊實務 / 李承峻, 林彥妘, 邱怡寧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772-8 (上冊:平裝)
1.技職教育 2.休閒教育 3.旅遊業
528.831
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 / 旗立財經研
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0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49-0 (上冊:
平裝)
1.商業教育 2.技職教育 528.831
程式設計實習 / 蔡文龍, 何嘉益, 張志
成, 張力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76-6 (平
裝)

1.資訊教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技職
教育 528.831
遊程規劃實務 / 林彥妘, 李承峻, 邱怡
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74-2 (上冊:
平裝)
1.旅遊 2.旅遊業管理 3.休閒教育 4.
技職教育 528.831
數位科技概論&數位科技應用滿分
總複習 /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5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5-253-7 (平裝)
1.資訊教育 2.數位科技 3.技職教育
528.831
數位科技應用滿分總複習 / 旗立資
訊研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
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52-0 (平
裝)
1.資訊教育 2.數位科技 3.技職教育
528.831
餐飲服務技術滿分總複習 / 旗立餐
旅研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
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57-5 (平
裝)
1.餐飲業 2.餐飲管理 3.技職教育
528.831
導覽解說實務 / 邱怡寧, 李承峻, 林彥
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73-5 (上冊:
平裝)
1.解說 2.環境教育 3.技職教育
528.831
觀光餐旅業導論滿分總複習 / 王雅
惠, 李英端,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4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5-258-2 (平裝)
1.休閒教育 2.餐飲管理 3.技職教育
528.831
家庭生活管理實務. 上 / 郭筱雯, 黃郁
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啟英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6 公
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.-ISBN 978-986-99761-5-2 (平裝)
1.家政 2.技職教育 528.83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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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中易點通數學 B 總複習講
義 / 孫宏洋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4-26-9 (平裝)
1.技職教育 2.數學教育 528.84
技術型高中易點通數學 C 總複習講
義 / 孫宏洋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4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4-25-2 (平裝)
1.技職教育 2.數學教育 528.84
技術型高中數學 B 公式一把罩 / 東
大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44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36-8 (平裝)
1.技職教育 2.數學教育 528.84
技術型高中數學 C 公式一把罩 / 東
大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64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33-7 (平裝)
1.技職教育 2.數學教育 528.84
食品檢驗分析實習. 上冊 / 鄭清和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技
術型高級中學食品群 .-- ISBN 978986-5531-36-2 (平裝)
1.食品科學 2.食品檢驗 3.食品分析
4.技職教育 528.8459
羽球王子. 6, 蓄積戰力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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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(超越極限) .-- ISBN
978-986-301-995-4 (平裝) NT$280
1.體育 2.漫畫 528.9
動作學習與表現 : 從原則到應用 /
Richard A. Schmidt, Timothy D. Lee 作 ;
吳詩薇, 梁嘉音, 黃嘉君, 陳秀惠, 彭
國威, 陳重佑, 劉淑燕, 卓俊伶, 賴世
烱, 張智惠, 林靜兒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8-05 (平裝) NT$450
1.運動 2.學習理論 528.901
肌群解剖 : 機能分析教練書 : 正確鍛
練全體幹,有效塑形、避免傷害!提高
穩定度,增強肌力、耐力與爆發力! /
馬克.維拉(Mark Vella)著 ; 吳欣穎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80-07-3 ( 平 裝 )
NT$480
1.運動訓練 2.體能訓練 3.肌肉
528.923
健身教練 118 種肌力訓練 / 趙健文 .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3-568-7 ( 平 裝 )
NT$450
1.運動訓練 2.肌肉 3.健身 528.923
游泳選手體能訓練指南 / 小泉圭介
作 ; 龔亭芬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272-6 (平裝) NT$480
1.運動訓練 2.體能訓練 3.游泳
528.923
藤球與你 = เล่นเซปั กตะกร ้อกน
ั เถอะ =
Let's play sepak takraw / 時時泰泰語資
源中心編輯 .-- 新北市 : 時時泰工作
室, 11003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83-6-4 (平裝) NT$250
1.藤球 2.球類運動 528.959
學游泳不害怕 / 李英蘭著 ; 趙恩妃后
繪 ; 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
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40 面; 26X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92807-2-3 (精裝)
1.游泳 2.繪本 528.961

1.太極拳

528.972

太極拳發微 / 邱得勝著 .-- 臺北市 : 活
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3-3-2 (平
裝)
1.太極拳 528.972
會練會養得真功 / 邵義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98 面; 21 公分 .-- (武學釋
典 ; 52) .-- ISBN 978-986-346-328-3 (平
裝) NT$450
1.拳術 2.中國 528.972
基隆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研發原住
民族部落大學教材 / 林維彬執行總
編 .-- 基隆市 :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17-208 (全套:平裝)
1.原住民族教育 2.社區大學 3.民族
文化 529.47
兒童發展障礙介入治療方案 : 提供
家長及專業人士最佳指引 / Caroline
Bowen, Pamela Snow 作 ; 吳咸蘭, 童寶
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6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7-163-8 (平裝)
NT$450
1.早期療育 2.兒童生長遲緩 529.6

禮俗；民族學

叢書 ; 4) .-- ISBN 978-986-99507-9-4
(平裝) NT$680
1.客家 2.臺灣 536.211
走進石板屋 : 拉庫拉庫溪流域家屋
探索與重建 / Salizan Takisvilenan(沙
力浪.達岌斯菲萊蘭), 林宏益作 .-- 初
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文化局, 11004 .- 168 面; 23 公分 .-- (拉庫拉庫溪流域
布農族舊社溯源與重塑系列叢書 ;
2) .-- ISBN 978-986-5429-39-3 (精裝)
NT$250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布農族 3.房屋建
築 4.花蓮縣卓溪鄉 536.333
重返祖居地 : 拉庫拉庫溪舊社考古.
2017-2019 / 鄭玠甫, 王威智作 .-- 初
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文化局, 11004 .- 152 面; 23 公分 .-- (拉庫拉庫溪流域
布農族舊社溯源與重塑系列叢書 ;
1) .-- ISBN 978-986-5429-38-6 (精裝)
NT$250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布農族 3.考古遺
址 4.花蓮縣卓溪鄉 536.333
藤編回佳路 : 卓溪布農藤編記事 / 劉
曼儀作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文
化局, 11004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- (拉
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舊社溯源與重
塑 系 列 叢 書 ; 3) .-- ISBN 978-9865429-40-9 (精裝) NT$250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布農族 3.編織工
藝 4.花蓮縣卓溪鄉 536.333

*霜天一劍知 : 習武練功筆記之七 /
徐紀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木林森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443-1-7 (平裝)
NT$350
1.武術 2.文集 528.9707

*國際禮儀. 五, 生活社交禮儀 / 麗堤
雅蒂.鮑德瑞奇著 ; 張瑞林, 鄭超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5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9-21-1 (平裝) NT$320
1.國際禮儀 530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技擊運動學
系競賽實務技術報告 / 王中原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1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02-4 (平裝) NT$200
1.拳擊 2.運動訓練 528.971

猶太人為何成功 / 尼凱米亞.羅森伯
格 (Nechemia Rotenberg) 著 ; 梁 永 安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立緒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(世界公民叢書) .-- ISBN 978-986360-174-6 (平裝) NT$350
1.猶太民族 2.民族文化 536.87

*國際禮儀. 六, 喜事宴會禮儀 / 麗堤
雅蒂.鮑德瑞奇著 ; 張瑞林, 鄭超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4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9-22-8 (平裝) NT$320
1.國際禮儀 530

跟你講個笑話,我是猶太人 / 林郁主
編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視野 New
Vision, 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649-8-2 (平裝)
1.猶太民族 2.文化 536.87

*八卦掌.中醫整復 .-- 高雄市 : 莊金
聰, 11003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69-7 (平裝) NT$350
1.拳術 2.經絡 3.推拿 528.972

*國際禮儀. 四, 宴客旅遊禮儀 / 麗堤
雅蒂.鮑德瑞奇著 ; 張瑞林, 鄭超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9-20-4 (平裝) NT$360
1.國際禮儀 530

三十七式太極拳 : 勁意直指 / 張耀忠,
張林, 厲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37 面;
21 公分 .-- (吳式太極拳 ; 7) .-- ISBN
978-986-346-329-0 (平裝) NT$330

臺灣客家與六堆史研究 / 尹章義著 .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蘭 臺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客家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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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節日故事 / 人類文化編輯部文 .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00-11-5 (精裝)
NT$180
1.節日 2.通俗作品 3.中國 538.52
特色節慶好味道 : 10 種節慶飲食習
俗、8 段文化歷史回顧、24 道中華
美食典故 / 管家琪著 ; 尤淑瑜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故事館 ; 80) .-- ISBN 978-986-449229-9 (平裝) NT$310
1.節日 2.飲食風俗 3.通俗作品
538.52
日本節日好吃驚 / 李仁毅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Life ; 50) .-- ISBN 978-957-138829-8 (平裝) NT$350
1.節日 2.通俗作品 3.日本 538.531
醬.文化 : 記憶、技藝與身體 / 陳建源,
李 宜澤 , 鄭肇 祺, 日 宏 煜, 羅 恩加 ,
Annie Sheng, 日野綠, 曹雨, 張展鴻, 王
迪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中興
大學, 11006 .-- 422 面; 21 公分 .-- (興
大學術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98606057-2-3 (平裝) NT$380
1.飲食風俗 2.文化史 3.調味品
538.78
日本和食考 / 永山久夫著 ; 邱香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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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Fantastic ; 25) .-- ISBN 978986-5482-91-6 (平裝) NT$380
1.飲食風俗 2.歷史 3.日本 538.7831
蘭陽飲食文學食單 / 蕭麗華主編 .-宜蘭縣礁溪鄉 :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,
11004 .-- 252 面; 19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629-6-3 (平裝)
1.飲食風俗 2.宜蘭縣 538.7833
西班牙美食史 : 西班牙料理不只小
菜一碟 / 瑪麗亞.何塞.塞維亞(María
José Sevilla)著 ; 杜蘊慈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: 九
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(Mirror ; 20) .-- ISBN
978-986-99305-9-8 (平裝) NT$460
1.飲食風俗 2.文化 3.歷史 4.西班牙
538.78461
十二生肖傳奇. 下. 二 / 稍定著 .-- 臺
北市 : 上揚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5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0-1-4 (平裝) NT$420
1.生肖 2.民間故事 539.5941

社會學

*給所有人的社會學史講義 : 跟隨大
澤真幸一起建立當代必備的社會學
素養 / 大澤真幸著 ; 顏雪雪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出版,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00 面; 21
公分 .-- (衛城 Beyond ; 17) .-- ISBN
978-986-06253-1-8 (平裝) NT$500
1.社會學 2.歷史 540
人的條件 / 漢娜.鄂蘭(Hannah Arendt)
著 ; 林宏濤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4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2-42-8 (平裝) NT$520
1.社會哲學 540.2
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 / 山田
昌弘著 ; 方瑜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
面; 23 公分 .-- (新世紀叢書 ; 233) .-ISBN 978-986-360-175-3 ( 平 裝 )
NT$350
1.社會 2.日本 540.931
國際文創盃. 2020 第六屆 / 吳敏榮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1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62-747-0 ( 平 裝 )
NT$880
1.文化產業 2.創意 541.29
晝夜 XYZ : 我們在豐原后里的第___
象限? /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
系 110 級全體專題生圖文創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
意產業系, 11004 .-- 140 面; 22X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499-17-0 (平裝)
NT$560
1.文化產業 2.產業發展 3.文集 4.台
中市 541.2933

( 自 由 學 習 ; 35) .-- ISBN 978-98606116-5-6 (平裝) NT$400
1.科技社會學 2.知識經濟 541.4
科技與惡的距離 : AI 性愛伴侶、人
造肉、人造子宮和自主死亡,它如何
改變人性和道德,影響現在和未來的
我們 / 珍妮.克里曼作 ; 詹蕎語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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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4 .-- 416 面 ; 21 公 分 .-(SASUGAS ; 7) .-- ISBN 978-986-289554-2 (平裝) NT$480
1.科技社會學 2.資訊科技 3.科學技
術 541.4
中共掌控下的網路世界 / 韓榮斌
(Rongbin Han)作 ; 黃文啟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,
11004 .-- 326 面; 21 公分 .-- (軍官團教
育參考叢書 ; 666) .-- ISBN 978-9865446-76-5 (精裝) NT$300
1.中國大陸研究 2.網路 3.言論自由
541.415
怪異社會心理學 : 盲從、狂熱、非
理性的人群心理,只有了解,才能破解!
/ 龜田達也監修 ; 許展寧譯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勁草生
活 ; 480) .-- ISBN 978-986-5582-52-4
(平裝) NT$350
1.社會心理學 541.7
教心 : 培養孩子的同理能力 / 蘇明進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學習與教育 ; 220) .-- ISBN 978957-503-971-4 (平裝) NT$380
1.同理心 541.76

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. 2020 =
Taiw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
annual report. 2020 / 瞿筱葳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化內容策進院,
11005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316-5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700
1.文化事業 2.臺灣 541.2933

讓我參一咖 : 感受被愛,尋求認同,建
立歸屬感的心靈探尋 / 艾蜜莉.懷特
(Emily White)著 ; 沈維君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778-9 ( 平 裝 )
NT$350
1.人際關係 2.社會互動 541.76

如何「無所事事」 : 一種對注意力
經 濟 的 抵 抗 / 珍 妮 . 奧 德 爾 (Jenny
Odell)著 ; 洪世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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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

全球影視娛樂產業研究 / 彭芸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2-06-9 (平裝)
1.傳播產業 2.娛樂業 3.數位媒體 4.
產業發展 541.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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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雲網路多媒體新聞協會傳播
研討會專書論文集. 2020 第二屆 / 黃
建超, 陳欣欣, 李若愚, 陳明鎮, 張慶
仁, 林冠伶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
雄市雲網路多媒體新聞協會, 11003 .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(傳播叢書系列) .- ISBN 978-986-98074-2-5 ( 平 裝 )
NT$200
1.傳播產業 2.網路媒體 3.文集
541.8307
導覽解說實務 / 陳珮真, 鍾碧蔙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翰英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93-0-8 (上冊:平裝)
1.解說 2.環境教育 541.84
*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/ 安.凱思
(Anne Case), 安 格 斯 . 迪 頓 (Angus
Deaton)作 ; 許瑞宋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星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(財經商管 Biz ; 14) .-- ISBN 978-98606103-0-7 (平裝) NT$480
1.社會問題 2.資本主義 3.勞動階級
4.美國 542.5952
15-29 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報告.
109 年 / 勞動部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勞動部, 11004 .-- 14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21-3 (平裝)
NT$250
1.勞工就業 2.調查統計 542.77
換個工作,更好嗎? : 用科學數據幫你
找到最適合的工作 / 鈴木祐作 ; 謝敏
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1) .-- ISBN 978986-175-592-2 (平裝) NT$260
1.就業 2.生涯規劃 542.77
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
指導手冊 / 張秋蘭編著 .-- 十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5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49-2 (平裝) NT$690
1.就業 2.勞動法規 3.考試指南
542.77
我要當快樂的媽媽,也想成為有價值
的自己 : 讓失去自信與夢想的妳,重
新找回自我肯定感 / 松村亞里著 ; 李
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教養生活 ; 66) .-- ISBN
978-957-13-8777-2 (平裝) NT$330

1.母親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
544.141
兒子教我的事 : 單親爸爸手記 / 胡川
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實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0 面; 21
公分 .-- (生活美學 ; 7) .-- ISBN 978986-06318-2-1 (平裝) NT$350
1.父親 2.親子關係 3.單親家庭
544.141
我為什麼總對媽媽發火? / 金肦亞, 朴
范俊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凱特文化
創意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(You can ; 32) .-- ISBN 978986-06048-1-8 (平裝) NT$320
1.家庭衝突 2.親子關係 3.親子溝通
544.182
Yes, I do.我願意! : 從相遇相知到相守
的伴侶相處方程式 / 王壽南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( 人 文 ) .-- ISBN 978-957-05-3323-1
(平裝) NT$350
1.婚姻 2.夫妻 3.兩性關係 544.3
*「1」的力量 : 走出離婚低谷,30 個
過來人經驗,陪伴你自信重生 / 劉威
麟(Mr. 6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Vision ; 208) .-- ISBN
978-986-406-231-7 (平裝) NT$330
1.離婚 2.婚姻 3.兩性關係 544.3
重新愛上另一半 : 掌握再婚 10 大關
鍵,有效溝通、修復衝突,讓感情持續
加溫 / 泰瑞.加斯帕德(Terry Gaspard)
作 ; 劉碩雅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人生 ; 200) .- ISBN 978-986-06101-3-0 ( 平 裝 )
NT$400
1.婚姻 2.再婚 3.兩性關係 544.3
為什麼我們想愛卻無法好好愛? / 吳
姵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80) .-- ISBN
978-986-507-347-3 (平裝) NT$350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544.37
女孩與性 : 好想告訴妳,卻不知道怎
麼開口的事 / 佩吉.奧倫斯坦(Peggy
Orensteinr)作 ; 溫壁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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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20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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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04-3 (平
裝)
1.青少年 2.女性 3.性知識 544.6
*接住墜落的青少年 : 我與那些受傷
的孩子,及他們不安的家庭 / 蔡宜芳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Catcher ; 103) .-- ISBN 978-986406-233-1 (平裝) NT$360
1.青少年問題 2.青少年心理 3.家庭
輔導 544.67
性愛的科學 : 越做越愛,讓兩人更有
感覺的親密處方箋 / 沈子棨著 .--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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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53-0 (平裝)
NT$320
1.性教育 2.性知識 3.兩性關係
544.72
世界很亂,但至少我們還有愛 / 彩虹
大叔(蔡意欽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方智好讀 ; 137) .- ISBN 978-986-175-597-7 ( 平 裝 )
NT$350
1.同性戀 2.性別認同 3.兩性關係 4.
通俗作品 544.75
走過迷失人生方向的日子,我開始做
蕾絲邊應召 / 橘みつ著 ; 陳姵君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771-9 (平裝)
1.特種營業 2.同性戀 544.75
愛慾糾葛的新宿二丁目 / 長谷川晶
一著 ; 黃雅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任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74-6-7 (平
裝) NT$360
1.性別認同 2.同性戀 544.75
日本風俗店極樂巡禮手冊 : 正港男
子漢專用,根治男人渾身的癢 /
MANIAC LOVE 研究會編著 ; 何姵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1-768-9 (平裝)
1.特種營業 2.日本 544.767
照護年邁父母的勇氣 : 阿德勒心理
學 x 肯定自己 x 修復親子關係,照護
者的心靈自癒指南 / 岸見一郎著 ; 葉
小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(大好時光 ; 43) .-- ISBN
978-986-248-972-7 (平裝) NT$350
1.老人養護 2.父母 3.照顧者 4.親子
關係 544.85
銀髮活動帶領手冊. 頭腦體操篇 / 余
金燕, 林婉玉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6-08 (平裝) NT$300
1.老人養護 2.休閒活動 3.設計
544.85
服務鄉梓十載回顧 : 謝理事長邦雄
營創社區彙整 / 謝邦雄編製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南區南門社區
發展協會, 11004 .-- 60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3857-2-5 ( 平 裝 )
NT$88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臺中市
545.0933/115
咱佇巷仔內 : 雲林縣社造點成果專
輯. 109 年度 / 陳璧君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
11003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5-97-5 (平裝) NT$25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雲林縣
545.0933/123
未來城市 : 漂泊.垂直.廢墟: 虛構與
真實交織的人類世建築藍圖 / 保羅.
多伯拉茲克(Paul Dobraszczyk) ; 韓翔
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
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人文) .-- ISBN 978-957-053309-5 (平裝) NT$400
1.都市建築 2.建築藝術 3.空間設計
545.1
奴隸打造帝國 : 征服、殖民、剝削,
從奴隸船看資本主義的喋血貿易 /
布留川正博作 ; 張萍譯 .-- 新北市 : 智
富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 ; 17) .-- ISBN 978-98699133-6-2 (平裝) NT$320
1.奴隸制度 2.世界史 546.2
早期療育社會工作 / 林雅容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6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6-052-1 (平裝) NT$380
1.社會工作 2.早期療育 547
開創你我未來,從夢想開始 / 常璽總
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零極限文
化出版社, 11004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110-6-1 ( 平 裝 )
NT$280
1.公益事業 2.個案研究 548.1
慈濟人文志業 : 法音宣流 大愛清流
= Tzu Chi mission of humanity / 慈濟傳
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
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3 .-- 3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1-1-2 (精裝)
NT$35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事業 548.126
慈濟的故事 : 「信 願 行」的實踐. 肆,
點燈 / 葉子豪, 葉文鶯, 吳翰有, 黃秀
花撰述 ; 王慧萍總編輯.主筆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慈 濟 人 文 出 版 社 ,
11004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(史藏系
列) .-- ISBN 978-986-99250-9-9 (精裝)
NT$56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事業 548.126
刑事法學的浪潮與濤聲 : 刑事政策.
刑事訴訟法 : 甘添貴教授八秩華誕
祝壽論文集 / 甘添貴教授八秩華誕
祝壽論文集編委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10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508-1 (精裝) NT$1200
1.刑事政策 2.刑事訴訟法 3.文集
548.507
追逐怪物的人 : 韓國首位犯罪側寫
師的連續殺人案追蹤記 / 權日勇, 高
樹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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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93-0 (平裝)
1.犯罪心理學 548.52
當代恐怖活動犯罪暨反恐刑法研究 /
趙遠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6-040-8 ( 上 冊 : 精 裝 )
NT$650 .-- ISBN 978-986-526-041-5 (下
冊:精裝) NT$680
1.恐怖活動 2.刑法 3.中國大陸研究
548.862
人口高齡化與社會福利 : 社會投資
的反思 = Population ageing and social
welfare : research on policy reforms
towards social investment / 論壇「人口
高齡化與社會福利-社會投資的反思」
委員會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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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, 11004 .-2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16-0 (平裝) NT$250
1.社會政策 2.社會福利 3.老年化問
題 549.1
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 / 路德維希.馮.
米塞斯(Ludwig von Mises)著 ; 謝宗林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06-0 (平裝)
NT$350
1.社會主義 2.資本主義 3.美國
549.252

經濟
如果三隻小豬懂經濟學 : 小學開始
就該懂的經濟學概念 / 朴元裴著 ; 宋
延善繪 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
12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07370-1 (精裝) NT$499
1.經濟學 2.通俗作品 550
政府的錢去哪了?寫給投資客的總體
經濟學 : 一本書搞懂 CPIx 法定準備
金 x 外匯存底 x 財政赤字 x 通貨膨
脹 / 喬有乾, 錢富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23-6 ( 平 裝 )
NT$320
1.總體經濟學 2.投資 550
超無厘頭經濟學 : 從偶像、遊戲、
殺人事件學會 25 個財經入門知識 /
佐久良剛作 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(銷售顧問金典 ;
113) .-- ISBN 978-986-5408-51-0 (平裝)
1.經濟學 550
搖滾經濟學 / 亞倫.克魯格(Alan B.
Krueger)著 ; 林步昇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財
經 ; 435) .-- ISBN 978-986-398-665-2
(平裝) NT$500
1.經濟學 2.傳播產業 550
經濟學 / 王銘正著 .-- 修訂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172-3 (平裝)

1.經濟學

550

經濟學速成讀本 / 崔真淑作 ; 趙鴻龍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3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73-3 (平裝)
NT$320
1.經濟學 550
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/ 旗立財經研究
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7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50-6 (上冊:
平裝)
1.經濟學 550
穩定不穩定的經濟 / 海曼.明斯基
(Hyman P. Minsky)著 ; 陳儀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
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; 新北市 :
八旗文化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6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1-465-0 (精裝) NT$800
1.經濟學 550
計量經濟學 / R. Carter Hill, William E.
Griffiths, Guay C. Lim 著 ; 黃智聰, 梁
儀盈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92-04-5 (平裝)
1.計量經濟學 550.19
圖解總體經濟學 : 經濟學特考補教
名師再出擊!教你簡單讀懂深奧的經
濟學問題 / 茂木喜久雄著 ; 黃意凌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知
的! ; 181) .-- ISBN 978-986-5582-55-5
(平裝) NT$420
1.個體經濟學 551
*低端中國 : 黨、土地、農民工,與中
國 經 濟 轉 型 的 危 機 / 羅 谷 (Dexter
Roberts)作 ; 廖世德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(中國觀察 ; 43) .-- ISBN 978-986-552458-6 (平裝) NT$480
1.資本主義 2.經濟發展 3.社會狀況
4.中國 552.2
*台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. 2021 年版 /
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
作 .-- 第 14 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徵信
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50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351-7-9 (平
裝) NT$4500

1.企業聯營 2.集團企業 3.臺灣
552.33
智慧財產權法專論 : 營業秘密實務
暨資通安全與著作權法定授權 / 曾
勝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15-2 (平
裝) NT$380
1.智慧財產權 2.經濟法規 3.資訊法
規 4.論述分析 553.433
影響力投資的故事. 國際篇 : 行善致
富 = Impact investing : do well by doing
good / 吳道揆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
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, 11003 .-- 29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9-0-8 (平
裝) NT$500
1.公司 2.企業管理 3.投資 553.97
土地法研究 / 陳立夫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3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042-2 (第 3 冊:精裝) NT$480
1.土地法規 2.論述分析 554.133
不動產(利用)法典 / 林育智主編 .-- 十
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
11003 .-- 227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00-3-0 (平裝) NT$750
1.土地法規 554.133
房地產買賣 Q&A / 陳冠融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06 .-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223-2 (平裝) NT$300
1.不動產業 2.問題集 554.89
賺大錢靠土地 / 林宏澔著 .-- 增訂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創見文化, 11005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36-53 (平裝) NT$380
1.不動產業 2.投資 554.89
住宿及餐飲業之原住民族勞工從業
人員減災 = Health hazard survey and
counseling for indigenous workers in the
accommodation and catering industry /
洪敬宜, 陳秋蓉, 蔡瀚輝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85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18-3 ( 平 裝 )
NT$370
1.職業災害 2.勞工安全 3.原住民族
555.56
高壓氣體容器設備 IOT 管理工具開
發 = Development of IOT management
tool for containers for high pressure gas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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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劉國青, 鄭時龍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5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06-0 (平裝) NT$300
1.工業安全 2.設備標準 555.56
落實模板支撐自主管理機制以降低
職業災害之研究 = Research of selfmanagement mechanism of form shoring
accident prevention / 張智奇, 徐增興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24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17-6 (平
裝) NT$350
1.職業災害 2.勞工安全 555.56
模板支撐之支柱固定方式安全性研
究 = The safety assessment of connection
conditions for form shoring / 張智奇, 黃
奕孝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
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34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05-3 (平裝) NT$450
1.職業災害 2.勞工安全 555.56
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及工作
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報告. 109 年 /
勞動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勞動部,
11003 .-- 3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04-6 (平裝) NT$250
1.勞動統計 2.性別平等 3.臺灣
556.028
各國工時豁免制度之研究 = A study
on working time exemption rules in
different countries / 簡慧茹, 彭素玲, 陳
筆, 徐廣正, 黃意婷著 .-- 1 版 .-- 新北
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
究所, 11006 .-- 20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10-7 (平裝) NT$300
1.工時 2.比較研究 556.12
勞工機靈點,雇主睜大眼! : 搞定勞資
關係的速成心法 / 程金龍, 蘇鵬翰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02-2 (平裝)
NT$480
1.勞資關係 2.勞動法規 3.論述分析
556.6a
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實踐 : 中華
電信 中國鋼鐵 台灣電信工會倡議 /
張緒中主編 .-- 高雄市 : 中華電信股
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企
業工會, 11004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52-0-1 (精裝)

1.產業工會 2.企業管理

556.733

台灣獨立工會 2017-2021 : 高雄美麗
島傳奇 / 張緒中主編 .-- 高雄市 : 高
雄市獨立總工會, 11004 .-- 17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1-0-2 (精裝)
1.高雄市獨立總工會 556.733
職業工會運作之見解與論述集 / 胡
和澤作 .-- 新北市 : 胡和澤, 11005 .-247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06-9 (平裝)
1.工會 2.勞工組織 556.733
我國勞動意識推動架構與影響因素
之初探 =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
promoting framework and influencing
factors of labor consciousness / 林淑惠,
馬財專, 李玉春, 黎博文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85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15-2 ( 平 裝 )
NT$300
1.勞工權利 2.勞工教育 556.8
勞保實務教戰 100% / 鄭正一著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552 面; 21 公分 .-(勞資權益雙贏系列 ; 12) .-- ISBN 978957-485-492-9 (平裝) NT$630
1.勞工保險 556.82
我國職工福利實施概況分析 =
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
employee welfare in Taiwan / 陳光輝,
崔曉倩, 藍科正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3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16-9 (平裝) NT$200
1.職工權利 2.勞工福利 556.83
應用人機互動於堆高機職業安全教
育及技能檢定之開發研究 =
Developing interactive forklift simulator
for educa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
skill evaluation / 沈育霖, 陳南宏著 .-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
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1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07-7 (平裝)
NT$250
1.勞工安全 2.工業安全 3.教育訓練
556.83
人資人員常用法典 / 李聰成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5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581-0 ( 平 裝 )
NT$400

1.勞動法規

556.84

定期勞動契約對勞動力彈性化運用
之研究 = A study on the relation of fixterm labor contract and labor flexibility /
簡慧茹, 謝棋楠, 吳慎宜, 鄭潤道, 黃
鼎佑, 黃意婷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
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,
11006 .-- 16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20-6 (平裝) NT$300
1.勞動契約 2.勞動力 3.比較研究
556.84
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: 看這本
就夠了 / 陳玥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55-2 (平裝)
1.勞工行政 2.勞動法規 556.84
勞工法規 /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.- 3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360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71-1 (平裝)
NT$350
1.勞動法規 556.84
勞基法攻略 : 請假暨部分工時傳 / 黃
柏欽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47-7 (平裝)
NT$400
1.勞動基準法 2.休假制度 3.工時
556.84
我國團體協約發展之困境及因應對
策 =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
agreement
about
dilemma
and
countermeasures in Taiwan / 陳威霖, 康
長健, 邱羽凡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
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,
11006 .-- 3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14-5 (平裝) NT$200
1.勞資關係 2.勞動契約 3.比較研究
4.文集 556.8407
*軌跡之外 : 新烏線台車歷史遺構資
源調查與研究 / 夏聖禮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新 北 市 文 史 學 會 ,
11003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7895-6-2 (平裝) NT$300
1.鐵路史 2.人文地理 3.新北市新店
區 4.新北市烏來區 557.26339
郵政考試講重點(郵政法規大意及交
通安全常識) / 湛伸彥, 湛址傑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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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04 .-- 3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9-65-7 (平裝) NT$450
1.郵政法規 2.交通安全 557.61
*專題郵刊. 23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
專題集郵協會, 11003 .-- 1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0479-8-2 (平裝)
1.集郵 2.期刊 557.64905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
錢包裡的世界史 : 從黃金、白銀到
比特幣,貨幣如何改變我們? / 宮崎正
勝作 ; 張瑜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Future 系列 ; 9) .- ISBN 978-957-9054-86-7 ( 平 裝 )
NT$340
1.貨幣史 2.世界史 561.09
國際金融與匯兌 / 張錦源, 康蕙芬
著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7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98-8 (平裝)
NT$560
1.國際金融 2.匯兌 3.外匯 561.8
國際利率改革與 LIBOR 退場 : 掌握
金融市場變革的新契機 / 梁鴻烈, 林
信宏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誠教
育基金會, 11006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4415-8-2 ( 平 裝 )
NT$550
1.利率 2.國際金融市場 562.32
21 天學會財商,創造財富的新思路 /
王志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29-1 (平裝)
NT$300
1.理財 2.投資 3.財富 563
養成有錢體質 : 不管是月光族還是
步入四十歲的一般上班族,都能穩定、
被動的增加儲蓄,打造出有錢體質。
/ 橫山光昭著 ; 方嘉玲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 354) .-- ISBN
978-986-5548-88-9 (平裝) NT$340
1.個人理財 563
*自比特幣技術的特徵論虛擬貨幣的
法律特性及其相關議題 / 陳丁章, 范
建得, 黎昱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8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101 (平裝) NT$300
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

563.146

數位貨幣的烏托邦 / 芬恩.布倫頓
(Finn Brunton)著 ; 許恬寧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4-74-6 (平裝) NT$300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 563.146
致富的特權 : 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
政策付出的代價 / 陳虹宇, 吳聰敏, 李
怡庭, 陳旭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山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(春山之聲 ; 26) .-- ISBN
978-986-06337-3-3 (平裝) NT$360
1.中央銀行 2.匯率政策 3.貨幣政策
4.臺灣 563.2933
3 天搞懂財經資訊 : 看懂財經新聞、
企業財報不求人,找出年年下蛋的金
雞母! / 梁亦鴻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圖解筆記 ; 9) .-ISBN 978-986-248-964-2 ( 平 裝 )
NT$350
1.投資 2.理財 563.5
ETF 量化投資學 : 智能投資的幸褔方
程 式 = ETF Quantitative investment
management / 韓傳祥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00-8 (平裝) NT$350
1.基金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
563.5
逆向投資策略 : 80 年數據證明,90%
機率贏過大盤的投資新典範 / 大衛.
卓曼(David Dreman)著 ; 陳鴻旻, 柯文
敏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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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4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63-3 (平
裝) NT$550
1.投資技術 2.投資分析 3.投資學
563.5
基金管理 : 資產管理的入門寶典 =
Fund management / 林傑宸著 .-- 七版 .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(智勝經管
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513-5 (平
裝) NT$550
1.基金管理 2.投資 563.5
*漫步華爾街 : 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
投資策略 / 墨基爾(Burton G. Malkiel)

著 ; 楊美齡, 林麗冠, 蘇鵬元, 陳儀
譯 .-- 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544 面;
21 公分 .-- (財經企管 ; BCB728) .-ISBN 978-986-525-103-1 ( 精 裝 )
NT$650
1.投資 2.證券投資 3.投資技術
563.5
灰階思考 / 謝孟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財
經企管 ; BCB727) .-- ISBN 978-986525-102-4 (平裝) NT$380
1.投資理論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2
金融怪傑.達文熙教你用 100 張圖學
會箱子戰法 : 傳承 60 年經典理論,融
合台股贏家思維散戶一學就會的交
易 SOP 大公開 / 達文熙著 .-- 新北市 :
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(優渥叢書 ; UM-0040) .-ISBN 978-986-5564-22-3 ( 平 裝 )
NT$360
1.投資理論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2
頂尖操盤手的 10.5 堂投資思維課 : 35
年經驗英國避險基金巨頭,洞察金融
市場,精準選中好標的! / 保羅.馬歇爾
(Paul Marshall)著 ; 陳珮榆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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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4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3-68 (平裝) NT$320
1.投資分析 2.投資技術 563.52
世界第一簡單翻倍操盤術.17 個法則
成為趨勢高手 / J.Jung 作 ; 劉姍珊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284-8 (平裝)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笑傲股市 : 歐尼爾投資致富經典 / 威
廉.歐尼爾(William J. O'Neil)著 ; 陳儀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美商麥格羅希
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
版 :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
11004 .-- 528 面; 24 公分 .-- (寰宇投資
策略 ; 454) .-- ISBN 978-986-341-466-7
(平裝) NT$500
1.股票投資 563.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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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戶救星存飆股,8 年賺 2 億 : 破除散
戶魔咒,靠獲利十倍法,養成投資好習
慣 , 加 速 FIRE / 送 禮 的 聖 誕 老 人
(선물주는산타)著 ; 林建豪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(翻轉學系列 ; 61) .-- ISBN 978-986507-377-0 (平裝) NT$36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
563.53
超級成長股投資法則 / 林子揚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富文化出版 :
城邦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4 .-- 35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47-3-7 (平裝) NT$45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
563.53
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/ 高棟梁, 鄭鎮
樑, 汪芳國, 何佳玲執筆 .-- 修訂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
展中心, 11004 .-- 54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410-6-4 ( 平 裝 )
NT$650
1.保險規劃 2.風險管理 563.7
保險經營論壇. 第八輯 / 鄭顯騰, 楊孝
翔, 呂廣盛, 陳素敏, 余奇, 駱經綸, 郝
充仁, 張淑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中華民國保險經營學會, 11004 .-- 10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30-04 (平裝)
1.保險 2.文集 563.707
解密新保險 / 連子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中華民國保險經營學會,
11004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30-1-1 (平裝)
1.保險 2.文集 563.707
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. 2021 年版
/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
國租稅研究會, 11005 .-- 2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76-0-0 (平裝)
NT$150
1.租稅 2.稅制 3.稅法 567
節稅的布局. 2021 年版 : 搞懂所得稅、
遺產稅、贈與稅與房地合一稅,你可
以合法的少繳稅,甚至一輩子不繳稅。
/ 胡碩勻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(issue ; 28) .-- ISBN 978-98606174-0-5 (平裝) NT$380
1.租稅 2.節稅 567.01

光天化日搶錢大作戰 : 稅賦如何形
塑過去與改變未來? / 多米尼克.弗斯
比(Dominic Frisby)著 ; 王曉伯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(Next ; 289) .-- ISBN 978-957-138830-4 (平裝) NT$420
1.稅賦 2.歷史 567.09

1.地緣政治 2.國際關係 3.趨勢研究
571.15

*關稅法論 / 李憲佐著 .-- 增訂一版 .- 臺北市 : 李憲佐, 11004 .-- 48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04-5 (平裝)
NT$600 .-- ISBN 978-957-43-8705-2 (精
裝) NT$800
1.關稅法規 2.論述分析 568.733

權力 : 基進觀點 / 史蒂芬.路克斯
(Steven Lukes)著 ; 林葦芸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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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Discourse ; 21) .-- ISBN 978-986-548290-9 (平裝) NT$320
1.權力 2.政治科學 571.9

政治
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: 公民教
育的核心,從思辨、論述到說服的藝
術 / 馬克.湯普森(Mark Thompson)著 ;
王審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4 .-45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臉 譜 書 房 ;
FS0088X) .-- ISBN 978-986-235-912-9
(平裝) NT$500
1.政治學 2.公民教育 3.語言分析
570
當世界席捲而來 : 在自由與民主的
困局中,中國如何想像世界?當代西
方思想編年考 / 劉擎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5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742-9 (平裝)
1.政治思想史 2.西洋政治思想
570.94
過去與未來之間 / 漢娜.鄂蘭(Hannah
Arendt)著 ; 李雨鍾, 李威撰, 黃雯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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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80-0 (平
裝) NT$520
1.政治思想 570.9408
地緣政治入門 : 從 50 個關鍵議題了
解國際局勢 / 帕斯卡.博尼法斯
(Pascal Boniface)著 ; 粘耿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
基地發行, 11004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8567-97-9 ( 平 裝 )
NT$350

*幻夢?大同世界的正義美夢 / 梁文韜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主流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609-9-4 (平裝)
1.世界主義 2.社會正義 3.政治思想
571.28

*監察制度研究手冊 / 監察院編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454-91-3 (全套:
平裝) NT$1100
1.監察制度 572.8
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得獎作
品集. 109 年度 / 國家文官學院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文官學院,
11003 .-- 359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4-90-6 (平裝)
1.行政管理 2.文集 572.907
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 : 看這本就夠
了 / 翊銜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256-9 (平裝)
1.戶政 2.法規 573.26023
人事行政大意 : 看這本就夠了 / 林志
忠編著 .-- 第二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253-8 (平裝)
1.人事行政 2.考詮制度 573.4
立委職涯類型的成因與效應 : 以第
七、八與九屆立法院為例 / 邱師儀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39-2 (平裝)
NT$180
1.立法委員 2.選舉 3.臺灣政治
573.662
三小時讀懂現代中國 / 李伐贊, 吳京
鈴著 ; 游芯歆, 陳聖薇, 張琪惠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5 .-- 272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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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38-4 (平
裝) NT$380
1.中國大陸研究 2.政治經濟 574.1
加拿大魁北克省(Québec)1995 年獨立
公 投 研 究 = Studies on 1995
independent referendum in Québec / 張
顯超, 辛翠玲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 人國策 研究 院文教 基金會 ,
11004 .-- 253 面; 23 公分 .-- (智庫叢
書 ; 6) .-- ISBN 978-986-86729-3-2 (平
裝)
1.民主政治 2.公民投票 3.加拿大魁
北克省 574.53
警察攔檢法制及案例研析 / 蔡庭榕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73-2 (平裝)
NT$450
1.警政法規 2.論述分析 575.81
警察人事行政與法制 / 盧偉斯, 吳斯
茜, 賴富源, 紀國雄, 黃慧娟, 鄭凱仲,
顏秋來, 劉賢國, 朱金池作 ; 盧偉斯主
編 .-- 增訂一版 .-- 桃園市 : 中央警察
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暨研究所, 11003 .- 342 面; 24 公分 .-- (警察行政管理叢
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-5450-91-5 (平
裝) NT$500
1.警政 2.人事行政 3.警政法規
575.82
消防演義 : 從古代到現代的消防進
化史 / 謝景旭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6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74-9 (精裝) NT$600
1.消防 2.歷史 575.8709
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總整
理 / 林文興, 林坤層編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0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9-71-8 (平裝) NT$540
1.消防設施 2.消防安全 575.875
檳州橋民之考察 : 僑社僑教考察集 /
金榮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
化大學中國文學系, 11004 .-- 16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82-8 (平
裝) NT$300
1.華僑 2.華僑教育 577.2
美國移民 : 綠卡樂透抽籤攻略大全 /
張永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30-7 (平裝)
NT$460
1.移民 2.美國 577.852
国际关系理论 / 林宗达着 .-- 新北市 :
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, 11004 .-- 冊 .-(國際關係研究叢書) .-- 簡體字版; 正
體題名:國際關係理論 .-- ISBN 978986-99708-5-3 (上冊:平裝) NT$680 .-ISBN 978-986-99708-6-0 (下冊:平裝)
NT$680
1.國際關係 578.01
戰略與國際關係 : 運籌帷幄之道 / 謝
奕旭, 翁明賢, 高佩珊, 常漢青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51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44-2 ( 平 裝 )
NT$480
1.國際關係 2.國家戰略 3.文集
578.107

法律
法學大意 : 看這本就夠了 / 成宜編
著 .-- 第十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17-7 (平
裝)
1.法學 580
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/ 章庠編著 .-- 第
十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258-3 (平裝)
1.法學 580
職場法律與個案研究 / 洪嘉仁, 周齊
譜, 陳國維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
松根出版社, 11003 .-- 163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94-8-5 (平裝)
1.法律 2.職場 3.個案研究 580
憲法概要 / 陳意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71-8 (平裝) NT$350
1.中華民國憲法 581.21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民事類. 第 1
篇 :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資訊保障及
救濟 : 以因應民國一 0 七年公司法修
正及釋字第七七 0 號解釋為中心 / 李
俊霖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司法院,
11003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4-96-8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民事類. 第 2
篇 : 如何強化行政型與民間型訴訟
外紛爭解決機制之研究 / 絲鈺雲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司法院, 11003 .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4-97-5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刑事類. 第 1
篇 :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中上訴審程
序之研究 / 王邁揚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司法院, 11003 .-- 3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4-93-7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刑事類. 第 2
篇 : 重刑化刑事政策及緩刑制度對
酒駕初犯者防止再犯之探討 : 以臺
灣新竹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進行實證
研究 / 傅曉瑄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司法院, 11003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4-94-4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行政類. 第 1
篇 : 引進法官助理制度迄今之政策
評估 : 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例 / 蔡
嘉裕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司法院,
11003 .-- 5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4-99-9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行政類. 第 2
篇 : 從國際人權公約談我國對身心
障礙者之訴訟權保障 / 郭銘禮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司法院, 11003 .-5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900-6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行政類. 第 3
篇 : 引進法官助理制度至今之政策
評估 : 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例 / 蕭
淳尹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司法院,
11003 .-- 5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9-01-3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行政類. 第 4
篇 : 論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剝奪之
法院保留 / 林彥君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司法院, 11003 .-- 55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9-02-0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行政類. 第 5
篇 : 提升稅務訴訟裁判信服度之研
究 / 韓靜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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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, 11003 .-- 55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9-03-7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
判解研究彙編. 二十三、二十四 : 李
模務實法學基金會法學論文徵選得
獎作品集. 一 0 七年第二十三屆. 一 0
八年第二十四屆 / 財團法人李模務
實法學基金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9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159 (平裝) NT$400
1.中華民國法律 2.判例解釋例
582.8
新學林分科六法 : 民法 / 陳忠五編 .- 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64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6-045-3 ( 平 裝 )
NT$600
1.民法 584
民法總則 / 黃陽壽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0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142 (平裝) NT$600
1.民法總則 584.1
民法債編總論 / 楊芳賢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169-3 (下冊:平裝)
1.債法 584.3
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/ 溫陽編著 .-- 第
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59-7 (平裝)
1.刑法 2.刑事訴訟法 585
法理情下的犯罪構造體系認識與其
刑法適用路徑全地圖 / 鄭逸哲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95-0-6 ( 平 裝 )
NT$210
1.刑法 2.犯罪學 585
圖解刑法 / 蘇銘翔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22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580-3 (平裝) NT$350
1.刑法 585
刑事法學的浪潮與濤聲 : 刑法學 : 甘
添貴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/ 甘
添貴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委
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00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511-507-4 ( 精 裝 )
NT$1200
1.刑法 2.文集 585.07
刑法與病人自主 : 兼論死亡協助 / 林
東茂主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一品文
化出版社, 11005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400-4-7 ( 精 裝 )
NT$500
1.刑法 2.醫療糾紛 3.醫療服務
585.79
訴訟文書撰寫範例. 刑事編 / 何志揚,
何孟育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72-8 (精
裝) NT$650
1.書狀 2.刑事訴訟法 586.34
法院闡明義務理論與實務之新發展 /
劉明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51-4 (平
裝) NT$700
1.訴訟程序 2.民事訴訟法 3.論述分
析 586.41
共同訴訟之研究 : 民事程序法焦點
論壇. 第十一卷 / 姜世明, 吳從周, 劉
明生, 魏大喨, 游進發, 任重, 陳啓垂,
劉玉中, 張子弦, 林玉珮作 ; 姜世明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49-1 (平裝)
NT$450
1.訴訟程序 2.民事訴訟法 3.文集
586.4107
民事證據法 / 姜世明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3 .-- 8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037-8 (平裝) NT$900
1.證據 2.民事訴訟法 586.6
海商法 / 蔡佩芬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10-4 (平
裝) NT$480
1.海商法 587.6
行政事件裁判研究與評析. II / 蕭文
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506-7 ( 平 裝 )
NT$420
1.行政法 2.判決 3.個案研究 588.17
監獄學 : 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 / 楊士
隆, 林茂榮著 .-- 10 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66-4 (平裝) NT$550
1.獄政 2.犯罪矯正 589.8
監獄行刑法 / 林茂榮, 楊士隆, 黃維賢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4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64-0 (平裝)
NT$600
1.獄政法規 589.82

1.中國史 2.文明史

610

曲徑通幽 : 換個角度看中國歷史 / 江
達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600-23-5 (平裝)
NT$500
1.中國史 610

軍事

歷史地理導論 : 中國科學之認知基
礎 / 歐崇敬著 .-- 新北市 : 歐崇敬,
11004 .-- 12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48-9 (平裝) NT$380
1.中國史 2.文明史 3.歷史地理 610

孫子兵法 孫臏兵法 / 孫武, 孫臏著 ;
顏興林譯注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
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6-7990 (平裝)
1.孫子兵法 2.孫臏兵法 3.注釋
592.092

圖說三國、兩晉、南北朝 / 龔書鐸,
劉德麟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
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: 知書房出版
發行, 11004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圖
說 天 下 ) .-- ISBN 978-986-5493-16-5
(平裝) NT$320
1.三國史 2.魏晉南北朝史 3.通俗史
話 610.9

反介入/區域拒止戰 / 薩姆.J.坦格里
迪(Sam J. Tangredi)著 ; 吳志丹譯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,
110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全球防
務 ; 15) .-- ISBN 978-986-5493-12-7 (平
裝) NT$480
1.軍事戰略 2.戰術 3.個案研究 4.美
國 592.4
大規模毀滅小兵器 打造特務軍火庫
/ 強.奧斯丁作 ; 邱佳皇翻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1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2-28-0 (平裝) NT$320
1.武器 2.通俗作品 595.9
檔案特展專刊 / 陳致聰主編 .-- [桃園
市] : 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練中心,
11003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46-77-2 (平裝)
1.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練中心 2.史
料 596.7

史地/傳記類
中國史
如果文物會說話 : 打開博物館大門,
看懂中國歷史 / 張經緯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圖
解) .-- ISBN 978-957-08-5748-1 (平裝)
56

圖說元朝 / 龔書鐸, 劉德麟主編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,
11004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天
下) .-- ISBN 978-986-5493-20-2 (平裝)
NT$320
1.元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圖說宋朝 / 龔書鐸, 劉德麟主編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
出版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 11004 .-- 224
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天下) .-- ISBN
978-986-5493-18-9 (平裝) NT$320
1.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圖說明朝 / 龔書鐸, 劉德麟主編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
出版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 11004 .-- 240
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天下) .-- ISBN
978-986-5493-21-9 (平裝) NT$320
1.明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圖說春秋戰國 / 龔書鐸, 劉德麟主
編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
創作坊出版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
11004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天
下) .-- ISBN 978-986-5493-14-1 (平裝)
NT$320
1.春秋戰國時代 2.通俗史話 610.9
圖說秦、漢 / 龔書鐸, 劉德麟主編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
坊出版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 11004 .-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天下) .-- ISBN
978-986-5493-15-8 (平裝) NT$320
1.秦漢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
圖說清朝 / 龔書鐸, 劉德麟主編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
出版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 11004 .-- 240
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天下) .-- ISBN
978-986-5493-22-6 (平裝) NT$320
1.清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圖說隋唐五代 / 龔書鐸, 劉德麟主
編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
創作坊出版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
11004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天
下) .-- ISBN 978-986-5493-17-2 (平裝)
NT$320
1.隋唐五代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圖說傳說時代、夏、商、西周 / 龔
書鐸, 劉德麟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: 知書房
出版發行, 11004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 (圖說天下) .-- ISBN 978-986-549313-4 (平裝) NT$320
1.先秦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圖說遼、金、西夏 / 龔書鐸, 劉德麟
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
術創作坊出版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
11004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圖說天
下) .-- ISBN 978-986-5493-19-6 (平裝)
NT$320
1.遼金夏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
中國斷代史
尚書今註今譯 / 屈萬里註釋 ; 王雲五
主編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
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(古籍今註今譯) .-- ISBN
978-957-05-3318-7 (平裝) NT$380
1.書經 2.注釋 621.112
周公哪有這麼神 : 課本沒教的兩周
史教室 / 野蠻小邦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潮歷史) .- ISBN 978-986-508-089-1 (平裝)
1.周史 2.通俗作品 621.5
今塵集 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
文化流播. 卷一,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
中外流播 / 邢義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刑義田院
士作品集) .-- ISBN 978-957-08-5757-3
(精裝)
1.秦漢史 2.簡牘學 3.文化史 621.9

今塵集 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
文化流播. 卷二,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
書 / 邢義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384 面; 21 公分 .-- (刑義田院士作品
集) .-- ISBN 978-957-08-5758-0 (精裝)
1.秦漢史 2.簡牘學 3.文化史 621.9
今塵集 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
文化流播. 卷三, 簡牘、畫像與傳世
文獻互證 / 邢義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刑義田院
士作品集) .-- ISBN 978-957-08-5759-7
(精裝)
1.秦漢史 2.簡牘學 3.文化史 621.9
劉邦 / 季燁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; [臺北市] :
知書房出版發行, 11005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(知書房頂尖人物) .-- ISBN
978-986-5493-27-1 (平裝) NT$300
1.漢高祖 2.傳記 622.1
蒙古帝國 : 蒼狼與白鹿 / 劉學銚著 .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
坊, 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3-24-0 (平裝) NT$320
1.蒙古史 625.7
忽必烈汗 / 耿相新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; [臺
北市]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 11005 .-- 288
面; 23 公分 .-- (知書房頂尖人物) .-ISBN 978-986-5493-25-7 ( 平 裝 )
NT$300
1.元世祖 2.傳記 625.73
清代中韓關係史論集 / 張存武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 (張存武著作集 ; 2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326-897-0 (卷 1:平裝)
NT$490
1.中韓關係 2.清代 3.文集 627
大光. 下卷, 華夏的轉型 / 余杰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4-66-1 (平裝) NT$600
1.近代史 2.中國史 627.6
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 : 海事建設 =
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
Republican China : marine construction /
許峰源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 史 文 化 學 社 有 限 公 司 , 11004 .-57

冊 .-- (民國史料 ; 50-51) .-- ISBN 978986-5578-17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400 .- ISBN 978-986-5578-18-3 (第 2 冊:平
裝) NT$400
1.民國史 2.南海問題 628
*瘟世間 / 蘇曉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 (蘇曉康作品集 ; 6) .-- ISBN 978-986387-395-2 (平裝) NT$380
1.中國大陸研究 2.言論集 628.7

中國文化史
一本書讀懂中國傳統文化 / 劉元作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 (古學今用 ; 146) .-- ISBN 978-986392-375-6 (平裝) NT$420
1.文化史 2.中國 630
畫琳瑯 : 貨郎圖 = Gems of painting :
pictures on knick-knack peddlers / 童文
娥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故宮
博物院, 11004 .-- 144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57-562-844-4 ( 平 裝 )
NT$750
1.文化史 2.社會生活 3.博物館特展
4.中國 630
隱藏的人群 : 近代中國的族群與邊
疆 / 黃克武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438 面; 23 公分 .-- (史地傳記類)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898-7 (平
裝) NT$880
1.民族史 2.民族研究 3.邊疆民族 4.
中國 639
突厥汗國 : 狼的子孫 / 劉學銚著 .-- 第
三版 .-- 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,
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3-23-3 (平裝) NT$320
1.突厥 2.中亞史 3.隋唐史 639.4

中國地方志
金湖地區戰地史蹟彙編 / 張火木著 .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
局, 11004 .-- 3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8-07-1 (平裝) NT$400
1.史蹟 2.福建省金門縣
673.19/205.2

世界史地
大光. 中卷, 歐洲的歧路 / 余杰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4-65-4 (平裝) NT$600
1.世界史 2.近代史 711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10, 現代史. II :
柏林圍牆的倒塌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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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68-4 (平
裝) 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4, 中古史. I : 查
理曼大帝的時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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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62-2 (平
裝) 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少年愛讀世界史 . 卷 5, 中古史. II : 十
字軍東征的時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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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63-9 (平
裝) 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6, 文藝復興時
代 : 米開朗基羅的時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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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646 (平裝) 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7, 近世史. I : 美
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時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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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5-65-3 (平裝) 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8, 近世史. II : 鐵
血宰相俾斯麥的時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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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660 (平裝) 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9, 現代史. I : 兩
次世界大戰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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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67-7 (平裝)
NT$420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711
世界史是打出來的 : 從民族對立、
宗教衝突、邊境戰爭、資源爭奪到
領土糾紛,了解全球區域紛爭,掌握國
際脈動對我們的影響 / 關真興著 ; 李
建銓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35-2 (平
裝) NT$420
1.世界史 711
惡托邦記 : 未忘之地的歷史 / 凱特.布
朗(Kate Brown)作 ; 黃煜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6-57 (平裝) NT$380
1.世界史 2.災難 3.旅遊文學 711
看菜單,點歷史 : 創造世界的 75 頓飯
/ 文森.富蘭克林(Vincent Franklin), 亞
力.強森(Alex Johnson)作 ; 林凱雄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驗室,
11005 .-- 4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57-6-9 (平裝)
1.文化史 2.世界史 3.飲食風俗 713
被發明的昨日 : 人類五萬年歷史的
衝 突 與 連 結 / 塔米. 安 薩 里(Tamim
Ansary)著 ; 廖素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廣場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645-1-0 ( 平 裝 )
NT$550
1.文明史 2.世界史 713
每一趟旅行都是愛與夢的分享 : 眭
澔平寫給媽媽的十三封旅遊情書 /
眭澔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
文創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71-8 (平裝)
NT$380
1.旅遊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7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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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史地
逆轉的東亞史. 3 : 非中國視角的華北.
晉、燕、齊篇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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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59-3 (平
裝) NT$450
1.歷史 2.民族史 3.東亞 730.1
逆轉的東亞史. 4 : 非中國視角的上海,
上海自由市篇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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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80-7 (平
裝) NT$350
1.歷史 2.民族史 3.東亞 730.1
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: 海域與文化傳
播 / 松浦章, 李寧, 馬成芬, 邢繼宣, 卞
鳳奎, 安嘉芳, 張釗嘉, 劉碧蓉, 陳坤
松, 孔穎, 趙思倩, 曹悅, 王竹敏, 何娟
娟, 楊蕾作 ; 松浦章主編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48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系
列 ; 92) .-- ISBN 978-986-5600-25-9 (平
裝) NT$500
1.文化交流 2.國際貿易史 3.近代史
4.文集 5.東亞 730.407
讀起來絕對不沮喪的日本史 / 古市
憲壽作 ; 賴詩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(Tell ; 37) .-- ISBN 978-9865548-89-6 (平裝) NT$340
1.日本史 731.1
鑑古知今!日本戰國致富圖鑑 / 小和
田哲男監修 ; 童小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766-5 (平裝)
1.戰國時代 2.日本史 3.經濟史
731.254
日本暴力政治 : 流氓、極道、國家
主義者,影響近代日本百年發展的關
鍵 因 素 / 英 子 . 丸 子 . 施 奈 華 (Eiko
Maruko Siniawer)著 ; 游淑峰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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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44-937-9 ( 平 裝 )
NT$400
1.政治 2.近代史 3.日本史 731.27

下山事件 最後的證言 / 柴田哲孝作 ;
李雨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凌宇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5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658-3-5 ( 平 裝 )
NT$480
1.日本史 2.昭和時代 3.刑事案件
731.278
日本昭和時代老照片 : 鐵道.生活.風
景帖 / J.瓦利.希金斯著 ; 歐兆苓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8-091-4 ( 平 裝 )
NT$380
1.日本史 2.昭和時代 3.照片集
731.278
被遺忘的人群 : 神風特攻隊員、助
產士、學生、教師,日本平民的二戰
歷 史 記 憶 / 埃 德 加 . 波 特 (Edgar A.
Porter), 冉瑩(Ran Ying Porter)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 (歷史.世界史) .-- ISBN 978-957-053308-8 (平裝) NT$450
1.日本史 2.第二次世界大戰
731.2788
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. 4, 江戶庶民圖
鑑 / 笹間良彥作 ; 趙鴻龍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8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2-27-3 (平裝) NT$480
1.文化史 2.社會生活 3.江戶時代 4.
日本 731.3
從古地圖漫遊大江戶 / 山本博文作 ;
劉姍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
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11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26-6 (平
裝) NT$320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古地圖 4.日本
東京都 731.72609
關西紀行 / 高榮廷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5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19-2 (平裝)
1.旅遊 2.日本關西 731.7509
先知的繼承者 : 伊斯蘭最高領袖哈
里發統治的國度 / 休.甘迺迪(Hugh
Kennedy)著 ; 王年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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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(貓

頭鷹書房 ; 462) .-- ISBN 978-986-262468-5 (平裝) NT$680
1.伊斯蘭教 2.歷史 3.中東 735
以色列經典 = Israel : the classic / 高嵩
明著 .-- 臺北市 : 晴天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893-8-8 (平裝) NT$400
1.旅遊 2.人文地理 3.以色列 735.39
24H 越南漫旅 / 若宮早希作 ; 沈俊傑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85-9 (平裝)
NT$400
1.旅遊 2.越南 738.39

臺灣史地
阿亮老師趣說臺灣歷史 : 清領時期 /
莊典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聚光
文創, 11004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(文
學書屋. 歷史文學 ; 陸) .-- ISBN 978986-98108-9-0 (平裝) NT$380
1.臺灣史 2.歷史故事 733.21
離人.離島 : 臺灣離島的多重變貌 =
Islands in between : thousand faces of
Taiwan / 江明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, 11003 .- 15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311-0 (平裝)
1.臺灣開發史 2.人文地理 733.21
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= Taiwan in the age
of exploration / 湯錦台著 .-- 再版 .-- 臺
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567-96-2 (平裝) NT$420
1.臺灣史 2.荷據時期 3.明鄭時期
733.25

1.農民運動 2.日據時期 3.臺灣史
733.2867
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: 中華民國與冷
戰下的台灣 / 林孝庭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92 面; 22 公分 .-- (遠足新
書) .-- ISBN 978-986-508-094-5 (平裝)
NT$520 .-- ISBN 978-986-508-097-6 (平
裝簽名版) NT$520
1.中華民國史 2.臺灣史 733.292
政治檔案會說話 / 陳進金, 陳翠蓮, 吳
俊瑩, 蘇慶軒, 林正慧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320 面; 23 公分 .-- (春山之聲 ; 27) .-ISBN 978-986-06157-7-7 ( 平 裝 )
NT$480
1.白色恐怖 2.政治迫害 3.臺灣史
733.2931
城中之河 : 漫步風華再現的綠川 / 范
世億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
市政府水利局, 11003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72-0 (平裝)
NT$300
1.人文地理 2.綠川 733.32
*汽車環島樂遊旅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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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4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(戶外生
活 ; E120) .-- ISBN 978-986-5518-17-2
(平裝) NT$540
1.臺灣遊記 2.汽車旅行 733.6
澎湖縣國中小校長暨老師藝文城市
參訪活動旅遊札記成果專輯 / 蘇啟
昌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
澎湖縣政府, 11003 .-- 15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7-58-0 (平裝)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733.69

牡丹社事件靈魂的去向 : 臺灣與日
本雙方為和解做出的努力 / 平野久
美子作 ; 黃耀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7-63 (平裝) NT$400
1.牡丹社事件 733.2768

我城故事 / 殷寶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003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緣社會 ;
26) .-- ISBN 978-986-06047-3-3 (平裝)
NT$400
1.人文地理 2.臺北市大同區
733.9/101.9/105.4

實業家的二林 : 林本源製糖關係事
件 / 許丙手稿 ; 許伯埏補述 ; 李柏亨
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72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27-5-8 ( 平 裝 )
NT$350

物、空間與歷史記憶 : 桃園學. 2020
= Object, space & historical memories
Taoyuanology 2020 / 王嵩山, 張弘毅,
林煒舒, 林承緯, 吳淳昀, 陳英豪, 趙
佳誼, 藍博瀚, 李力庸, 謝仕淵, 李愛
珍, 林宜平, 王俐容, 張泓斌, 梁家祺
作 ; 蔣竹山主編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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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文化局, 11003 .-- 4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42-7 (精裝)
NT$550
1.區域研究 2.地方文獻 3.桃園市
733.9/109.07
桃園市地名辭典 / 陳國章著 .-- 初
版 .-- 新竹市 : 社團法人台灣地理學
會, 11003 .-- 50 面; 21 公分 .-- (研究叢
書 ; 5) .-- ISBN 978-986-82328-4-6 (平
裝)
1.地名學 2.詞典 3.桃園市
733.9/109.37
大溪大禧 : 大溪人的第二個過年 =
Daxi's second Chinese New Year / 陳倩
慧, 劉真蓉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
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, 11004 .-- 10
面; 26X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5463-60-1 (精裝)
1.人文地理 2.社會生活 3.民俗活動
4.桃園市大溪區 733.9/109.9/107.4
新竹縣志續修. 卷二, 土地志 =
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
HsinChu County / 韋煙灶, 陳鸞鳳, 丁
志堅, 楊懿玲, 陳俐安撰稿 ; 張勝彥總
編纂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新竹
縣政府文化局, 11003 .-- 52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72-4 (精裝)
1.方志 2.新竹縣 733.9/111.1
墩腳時光旅行 / 奇緣憶腳團隊圖文
製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技大
學文化創意產業系, 11006 .-- 2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499-19-4 (精裝)
NT$850
1.歷史 2.通俗作品 3.臺中市豐原區
733.9/117.9/101.2
*南投古道 : 歲月流轉下的歷史陳跡
/ 林榮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, 11003 .-- 60 面; 25
公 分 .-- ( 南 投 縣 文 化 資 產 叢 書 ;
239) .-- ISBN 978-986-5422-69-1 (平裝)
NT$100
1.客家文化 2.人文地理 3.南投縣
733.9/119.4
埔里珠仔山劉宅人文歷史與文化資
產價值 / 陳美著 .-- 臺中市 : 社團法
人台中市國語文研究學會, 11004 .-215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4330-3-8 (平裝) NT$300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南投縣埔里鎮
733.9/119.9/115.4

履痕 : 國姓鄉第四屆駐鄉作家曾應
鐘作品集 / 曾應鐘作 .-- 南投縣國姓
鄉 : 南投縣國姓鄉文史采風協會 ,
11004 .-- 2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3019-6-2 (平裝)
1.人文地理 2.南投縣國姓鄉
733.9/119.9/119.4
本地 The Place : 嘉義縣 / 李取中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太保市 : 嘉義縣
文化觀光局出版 ; 臺北市 : 編集者新
聞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44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725 (平裝) NT$300
1.人文地理 2.旅遊 3.嘉義縣
733.9/125.9/125.4
超馬跑者揹駕臺南正統鹿耳門聖母
廟媽祖之環台詳考 / 林業展, 王明義,
陳春福, 賴世炯合著 .-- 臺北市 : 林業
展, 11004 .-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54-0 (平裝) NT$350
1.民俗活動 2.民間信仰 3.馬拉松賽
跑 4.臺南市安南區 733.9/127.4
高雄第一盛場 : 鹽埕風 / 李文環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
有限公司 ;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化
局, 11005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7-66-4 (平裝)
1.歷史 2.高雄市鹽埕區
733.9/131.9/121.2
小黑啤玩臺灣. 屏東篇 : 來剪紙 / 洪
金煌文字 ; 賴姿綾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68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99836-2-4 ( 精 裝 )
NT$620
1.人文地理 2.繪本 3.屏東縣
733.9/135.4
恆春人. 2021. vol.26, 恆春半島三大對
外戰役 / 江敬業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
市恆春古城文化推展協會, 11004 .-20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9395-1-6 (平裝) NT$350
1.人文地理 2.屏東縣恆春鎮
733.9/135.9/133.4
小黑啤玩臺灣. 花蓮篇 : 迎成年 / 洪
金煌文字 ; 李立仁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68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99836-3-1 ( 精 裝 )
NT$6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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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人文地理 2.繪本 3.屏東縣
733.9/137.4
臺東部落食旅散策 Plus travel / 田瑞
珍文字撰寫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政府,
11003 .-- 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19-49-3 (平裝)
1.旅遊 2.部落 3.原住民族 4.臺東縣
733.9/139.6

歐洲史地
大光. 上卷, 清教秩序五百年 / 余杰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4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4-64-7 (平裝) NT$600
1.宗教改革 2.西洋史 740.243
歐洲中古後期世界觀的形成 / 蘇其
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實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58 面; 21
公分 .-- (允晨叢刊 ; 170) .-- ISBN 978986-06318-0-7 (平裝) NT$420
1.文化史 2.中古史 3.史料 4.歐洲
740.33
巴黎尋寶記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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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60
面; 26 公分 .-- (世界歷史探險 ; 53) .-ISBN 978-957-658-522-7 ( 平 裝 )
NT$320
1.歷史 2.漫畫 3.法國巴黎 742.711
捷克 : 文化力與工業力 / 范毓雯, 施
怡年作 ; 高智能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04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(小國大業系列 ; 10) .-- ISBN 978-98606341-3-6 (精裝) NT$250
1.文化 2.社會生活 3.通俗作品 4.捷
克 744.33
荷蘭生活 / 恩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創意市集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34-50-9 ( 平 裝 )
NT$350
1.人文地理 2.荷蘭 747.24

美洲史地
川普和川普主義 : 分裂的美國 / 關中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00 面;
21 公分 .-- (歷史與現場 ; 299) .-- ISBN
978-957-13-8873-1 (平裝) NT$480

1.川普(Trump, Donald, 1946- ) 2.元首
3.政黨政治 4.美國政府 752.27

非洲史地
古埃及解剖圖鑑 : 法老、陵墓、眾
神,從各面向了解古埃及的文化與歷
史 / 近藤二郎著 ; 郭欣惠, 高詹燦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763-4 (平裝)
1.古埃及 2.文明史 3.埃及文化
761.3

傳記
狂喜書寫 : 述說你的故事並轉化人
生的 7 個步驟 / 黛安娜.拉布(Diana
Raab)著 ; 林銘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雨出版社, 11004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(精選 ; LE-015) .-- ISBN 978986-227-291-6 (平裝)
1.自傳 2.傳記寫作法 3.傳記文學
780.1
不帶虛名的外衣走天涯 : 邱吉爾、
戴高樂、羅斯福 / 陳文茜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文茜的世紀典範人物 ; 1) .-- ISBN
978-957-32-9009-4 (平裝) NT$380
1.邱吉爾(Churchill, Winston, 18741965) 2.戴高樂(Gaulle, Charles de,
1890-1970) 3.羅斯福(Roosevelt,
Franklin Delano, 1882-1945) 4.傳記
781
成名的藝術 : 他們不是最傑出,為什
麼卻能成為最有名?從愛因斯坦到金
卡戴珊,12 位自我行銷的天才 / 雷納.
齊特曼(Rainer Zitelmann)著 ; 廖桓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87-2 (平裝) NT$360
1.世界傳記 781
你必須改變你的生命 : 羅丹與里爾
克的藝術與友誼 / 瑞秋.科貝特
(Rachel Corbett)著 .-- 新北市 : INK 印
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社
科 ; 2) .-- ISBN 978-986-387-400-3 (平
裝) NT$400
1.世界傳記 781

偉大思潮 : 改變世界的 30 個政治哲
學思想家 / 葛瑞姆.杰拉德(Graeme
Garrard), 詹姆斯.班納德.默菲(James
Bernard Murphy)著 ; 陳映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65-0 ( 平 裝 )
NT$380
1.世界傳記 2.政治思想 781
哥,就是個狠角色 : 細數戰國風雲人
物,誰能縱橫天下? / 金哲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
書 ; 第 681 種)(知史 ; 19) .-- ISBN 978986-5596-09-5 (平裝)
1.傳記 2.戰國時代 782.118
風雲金門.鄉訊人物. 4 / 陳永富作.攝
影 .-- 金門縣金寧鄉 : 陳永富, 11004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35-9 (第 4 冊:平裝) NT$400
1.傳記 2.福建省金門縣
782.631/205
諸葛亮 / 章映閣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; [臺北
市] : 知書房出版發行, 11005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(知書房頂尖人物) .-- ISBN
978-986-5493-26-4 (平裝) NT$300
1.(三國)諸葛亮 2.傳記 782.823
*吳忠信日記(1946) = The diaries of
Wu Chung-hsin, 1946 / 吳忠信原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2 面; 21 公分 .- (民國日記 ; 56) .-- ISBN 978-9865578-07-7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*吳忠信日記(1947) = The diaries of
Wu Chung-hsin, 1947 / 吳忠信原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1 面; 21 公分 .- (民國日記 ; 57) .-- ISBN 978-9865578-08-4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天才的人間力,鈴木一朗 : 51 則超越
野 球 的 人 生 智 慧 = Ichiro Suzuki :
inspirational quotes and stories of the
baseball samurai / 張尤金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奇光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4-2-1 (平裝)
NT$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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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鈴木一朗 2.傳記 3.運動員 4.棒球 5.
日本 783.18
迷路的廣告人 / 日下慶太作 ; 林書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藝術叢書 ; F11054) .-ISBN 978-986-235-930-3 ( 平 裝 )
NT$480
1.日下慶太 2.廣告設計 3.傳記 4.日
本 783.18
戰時憶往 : 八二三砲戰流亡學生的
流金歲月 / 李耀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講台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7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82-11 (平裝) NT$300
1.傳記 2.口述歷史 3.八二三砲戰
783.31
翻轉 / 張清田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
全國聯合會, 11003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(會計風雲人物系列 ; 1) .-- ISBN
978-986-87472-1-0 (平裝) NT$280
1.臺灣傳記 2.會計師 783.32
中華民國第廿五屆十大傑出女青年
特刊 : 「奠基.傳承.開展」. 第四輯 /
張雪琴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
中華民國歷屆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,
11004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6622-8-5 (平裝)
1.女性傳記 2.中華民國 783.322
女力時代 : 改寫生命的溫柔革命,女
人的創業實學 / HerAttitude 臺灣女性
創業支持暨發展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沐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25-2-2 (平裝) NT$350
1.女性傳記 2.創業 3.成功法
783.322
擁夢飛翔. 16 : 十位新北市勇者的踏
光尋夢-奮勇前行 / 丁斐潔, 宋怡慧,
吳淑華, 林容青, 林曉茹, 陳豫怡, 黃
秀精, 單宛君, 喻瑋萲, 鄭琴撰稿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, 11004 .- 160 面; 18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2-23-9 (平裝) NT$120
1.臺灣傳記 783.329
一代奇人戴笠將軍 / 王蒲臣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9-3267-5 (平裝)
1.戴笠 2.傳記 783.3886
扳手翻轉人生 耀動時尚 / 張家現
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張 家 現 ,
11004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80-2 (平裝) NT$450
1.張家現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秋薇自傳 : 台灣阿信的故事 / 呂秋薇
著 .-- 彰化市] : 呂秋薇, 11003 .-- 1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410 (平裝)
1.呂秋薇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*破浪 啟程 / 江啟臣口述 ; 羅暐智撰
稿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屋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08-4-5 (平
裝) NT$300
1.江啟臣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張廣博的智慧人生(三部曲) / 張廣博
作 .-- 臺北市 : 幸運雜誌社, 11004 .-212 面; 28 公分 .-- (幸運雜誌名人叢
書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06364-0-6
(平裝) NT$480
1.張廣博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票選十大名醫傳奇. 2019 年 / 宋和乾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菩提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(老
宋大話連篇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579603-39-3 (平裝) NT$350
1.中醫師 2.人物志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博揚古籍選. 歷史篇 : 陳積中先生追
思錄 / 楊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 10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600-24-2 (平裝) NT$500
1.陳積中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農業轉型推手 : 鄒篪生談理性思維 /
鄒篪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
人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,
11004 .-- 17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8254-8-2 (平裝) NT$350
1.鄒篪生 2.傳記 3.農業史 4.臺灣
783.3886
夢中菩提 : 佛.恩師.藝文 = My career :
art,Buddha & mentors / 林金悔編著 .-臺南市 : 財團法人漚汪人薪傳文化
基金會, 11003 .-- 5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88264-3-4 (精裝)
1.林金悔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
瀟灑走一回,自在人生 : 傳奇蔡合城 /
蔡合城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People ; 469) .-ISBN 978-957-13-8880-9 ( 平 裝 )
NT$380
1.蔡合城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上海最後的金融大帝 : 令中共忌憚,
支配近代中國經濟 200 年的猶太勢
力(沙遜&嘉道理金融王朝) / 喬納森.
考夫曼(Jonathan Kaufman)著 ; 王聖棻,
魏婉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384 面;
23 公分 .-- (地球觀 ; 62) .-- ISBN 978986-384-495-2 (平裝)
1.沙遜家族 2.嘉道理家族 3.傳記 4.
商業 5.猶太民族 783.557
*航向阿拉斯 / 安東尼.聖修伯里作 ;
林欣誼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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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紀經
典 ; 4) .-- ISBN 978-986-99776-5-4 (平
裝) NT$380
1.聖修伯里(Saint-Exupéry, Antoine de,
1900-1944.) 2.空軍 3.傳記 4.法國
784.28
閃擊英雄古德林 : 古德林戰時回憶
錄 / 海因茨.古德林(Heinz Guderian)
著 ; 鈕先鍾翻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
星光出版社, 11003 .-- 冊 .-- (實戰風
雲 ; 6-7) .-- ISBN 978-957-677-679-3
(全套:平裝) NT$680
1.古德林(Guderian, Heinz, 1888-1954.)
2.第二次世界大戰 3.回憶錄 4.德國
784.38
主席先生 : 聯準會前主席保羅.伏克
爾 回 憶 錄 / 保 羅 . 伏 克 爾 (Paul A.
Volcker), 克 莉 斯 汀 . 哈 珀 (Christine
Harper)著 ; 卓妙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早安財經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早安財經講堂 ;
95) .-- ISBN 978-986-99329-3-6 (平裝)
NT$380
1.伏克爾(Volcker, Paul A.) 2.經濟學
家 3.貨幣政策 4.傳記 5.美國
785.28
沙林傑 / 肯尼斯.斯拉文斯基(Kenneth
Slawenski)著 ; 葉佳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62

512 面; 21 公分 .-- (Gem ; 2) .-- ISBN
978-986-319-565-8 (平裝) NT$800
1.沙林傑(Salinger, J. D.) 2.作家 3.傳
記 785.28
遇見羅慧夫醫師 / 彭小芬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
基金會, 11003 .-- 160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184-4-8 (平裝)
1.羅慧夫(Noordhoff, Samuel) 2.醫師 3.
傳記 4.美國 785.28
金門縣金沙鎮沙美張氏長房族譜 /
張璋全, 張長木主編 .-- 初版 .-- 金門
縣金沙鎮 : 社團法人金門縣金沙鎮
沙美張氏宗親會, 11003 .-- 48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20-1-3 (精裝)
1.張氏 2.族譜 3.福建省金門縣
789.2
貢元公派下王氏族譜 / 王旭統編篡 .- 臺北市 : 王旭統, 11003 .-- 105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20-5 (平裝)
1.蔡氏 2.族譜 789.2

文物考古
中國甲胄史圖鑒 / 周渝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, 11004 .-- 336
面; 21 公分 .-- (聖典 ; 49) .-- ISBN 978986-06317-0-8 (精裝) NT$650
1.古兵器 2.圖錄 3.中國 793.62
古玉之美 : 蓮房書屋藏中國古代玉
器 = The beauty of ancient jade / 林彥
禮文字撰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蓮房
書屋, 11003 .-- 31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38-0-1 (精裝) NT$2800
1.古玉 2.玉器 3.中國 794.4
回歸遺址專輯. 第二集 : 石器回家去
= Return to the site album. 2 : stoneware
go home / 林雲騰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 ,
11003 .-- 491 面; 30X22 公分 .-- (中華
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
藏叢書 ; 4-2) .-- ISBN 978-986-996053-3 (精裝)
1.考古遺址 2.田野考古 3.臺灣
798.8033

語言/文學類
語言文字學

新移民、女性、母語 ê 社會語言學 :
國 際 婚 姻 kah 語 言 認 同 = A
sociolinguistic
analysis
of
new
immigrants, women and mother tongues :
transnational marriage, language, and
identity = Sin-î-bîn,Lú-sèng,Bó-gí ê
Siā-hōe Gí-giân-ha̍ k : Kok-chè Hunin kah Gí-giân Jīn-tông / 陳麗君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亞細亞國際傳播社,
11003 .-- 1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87-4-5 (平裝) NT$228
1.社會語言學 2.新住民 800.15
黃金認證 CWT 全民中檢 : 中等素養
題庫 /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
基金會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,
11003 .-- 2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068-46-1 (精裝) NT$400
1.漢語 2.能力測驗 802.022
文學與思想的跨域交會 : 二 0 一九近
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
集 / 鐘文伶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290 面; 23 公分 .-- (學術論文集叢書 ;
1500016) .-- ISBN 978-986-478-458-5
(平裝) NT$500
1.漢語 2.中國文學 3.文集 802.07
爆笑漫畫成語 / 游景源文 .-- 四版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14-6 ( 精 裝 )
NT$180
1.漢語 2.成語 3.漫畫 802.183
兒童學成語 / 人類文化編輯部文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72 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00-09-2 (精裝)
NT$200
1.漢語 2.成語 3.通俗作品 802.1839
漢字圖示. 一, 部首篇 / 鄧千代作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鄧千代, 11004 .-- 2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366 (平裝) NT$500
1.中國文字 2.漢字 802.27
本字、方言、語文學 : 漢語共時與
歷時研究 / 陳忠敏, 江敏華, 杜佳倫,
徐芳敏, 秋谷裕幸, 郭必之, 吳瑞文,
陳筱琪, 陳淑娟, 林貝珊, 嚴立模, 周
玟慧, 郭維茹, 陳彥君作 ; 江敏華, 吳
瑞文, 陳淑娟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政大出版社出版 : 國立政治大學發

行, 11003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44-7-1 (平裝) NT$480
1.漢語方言 2.語言學 3.文集
802.507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13-5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380
1.日語 2.形容詞 3.動詞 803.164

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 / 洪惟仁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語文學會,
11006 .-- 33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9065-2-4 (精裝) NT$1000
1.閩南語 2.方言地理學 3.福建省
802.5232

日文段落論 : 提升閱讀寫作技巧 = 段
落論 日本語の「わかりやすさ」の
決め手 / 石黑圭著 ; 吳羽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EZ Japan 樂學 ; 25) .-- ISBN 978-986248-971-0 (平裝) NT$350
1.日語 2.寫作法 803.17

畫中有話看圖說話 : 客語情境式演
講實戰手冊 / 開朗雜誌編輯委員會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開朗雜誌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6002-67-0 ( 平 裝 )
NT$300
1.客語 2.演說 802.5238
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/ 徐弘縉編著 .-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7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64-4 (平裝)
1.漢語 2.讀本 802.8
縱橫天下事課本 : 華語新聞教材 / 杜
昭玫主編 ; 孫懿芬, 陳懷萱編寫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(Linking Chinese) .-- ISBN 978-957-085743-6 (第 1 冊:平裝)
1.漢語 2.新聞 3.讀本 802.86
日文派對 : 不學不行的單字 / 赤名莉
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出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(日語學習 ; 3) .-- ISBN 978986-5507-65-7 (平裝) NT$360
1.日語 2.詞彙 803.12
我的第一本日語文法 : 一看就懂的
日語文法入門書,適用完全初學、從
零開始的日語文法學習者! / 五十嵐
幸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
出版社, 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4-155-3 ( 平 裝 )
NT$399
1.日語 2.語法 803.16
基礎日本語文法 / 趙福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0-812-8 (平裝) NT$420
1.日語 2.語法 803.16
不用老師教的日語動詞 X 形容詞變
化 / 舒博文, DT 企劃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八方
63

現學現用!職場實戰日本語 / 佐藤和
美著 ; 龔映虹翻譯.監修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4 .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46-0-0 (平裝) NT$400
1.日語 2.職場 3.會話 803.188
喔嗨優!日本人天天會用的日語短句
/ 雅典日研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
面; 15 公分 .-- (全民學日語 ; 60) .-ISBN 978-986-99431-7-8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280
1.日語 2.會話 803.188
30 天考上!新日檢 N5 題庫+完全解析
/ こんどうともこ, 王愿琦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檢定攻略
系列 ; 68) .-- ISBN 978-986-5560-19-5
(平裝) NT$350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803.189
心智圖絕對合格全攻略!新制日檢
N4 必背必出文法 / 吉松由美, 西村惠
子, 大山和佳子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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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絕對合格 ; 27) .-- ISBN 978986-246-609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30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用子彈筆記學新日檢 JLPT N4+N5 必
考單字 / 陳殿邦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前進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82-7-3 (平
裝) NT$379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修訂版合格全攻略!新日檢 6 回全真
模擬試題 N1(讀解.聽力.言語知識<
文字.語彙.文法>) / 山田社日檢題庫
小組,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惠子
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8 面; 26 公
分 .-- (全攻略 ; 16) .-- ISBN 978-986246-611-7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89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803.189
精修版新制日檢 !絕對合格
N1,N2,N3,N4,N5 必背聽力大全 / 山田
社日檢題庫小組, 吉松由美, 田中陽
子, 西村惠子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608 面; 21 公分 .-- (日檢大全 ; 50) .-ISBN 978-986-246-612-4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649
1.日語 2.能力測驗 803.189
精修關鍵句版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!日
檢必背閱讀 N2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
大山和佳子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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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日檢智庫 ; 38) .-- ISBN 978-986246-610-0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55
1.日語 2.能力測驗 803.189
韓劇樣貌 : MOOKorea 慕韓國. 第 1 期
= 드라마 / EZKorea 編輯部, 趙叡珍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 28 公
分 .-- (MOOKorea 慕韓國 ; 1) .-- ISBN
978-986-248-957-4 (平裝) NT$400
1.韓語 2.讀本 803.28
情境式西班牙語圖解字典 =
LiveABC's illustrated Spanish-Chinese
dicionary / 劉莉美, 黃淑心, 劉碧交, 希
伯崙編輯團隊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48-9 (平
裝)
1.西班牙語 2.詞典 804.73
我的第三堂西語課 / 游皓雲, 洛飛南
(Fernando López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08 面;
26 公分 .-- (外語學習 ; 101) .-- ISBN
978-986-5560-20-1 (平裝) NT$450
1.西班牙語 2.讀本 804.78
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 : 英語
教 與 學 的 革 新 = The six-colored
structure analysis of English sentences :
revolu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
learning / 張瑞釗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中
市 : 張瑞釗, 11004 .-- 180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758-8 ( 平 裝 )
NT$500

1.英語教學 2.學習方法 3.句法
805.103
100 First Words 給小小孩的第一本中
英 100 單 字 書 / 愛 德 華 . 安 德 伍
(Edward Underwood)文.圖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49-8 (精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最實用的國民生活英語單字書 / 雅
典英研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
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44 面;
15 公分 .-- (全民學英文 ; 60) .-- ISBN
978-986-99431-6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90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英文片語輕鬆學 : 和中式用法說再
見,英文道地不求人 / 李宇凡著 .-- 初
版 .-- [臺北市]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(原來如此 ; E246) .-- ISBN 978-9865507-63-3 (平裝)
1.英語 2.慣用語 805.123
英語 520 英文字典 / Richard Howland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類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601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00 .-- ISBN
978-986-373-561-8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00
1.英語 2.詞典 805.132
兒童第一本英文圖典. 名詞篇 / 韓國
文朵朵出版社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35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20-7 (精裝) NT$390
1.英語 2.詞典 805.139
兒童第一本英文圖典. 動詞、形容詞
篇 / 韓國文朵朵出版社文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2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0-19-1 (精裝) NT$390
1.英語 2.詞典 805.139
英語發音急診室 : 格林法則專家教
你學會 k.k.音標和自然發音,讓你掌
握英語發音的道理 / 楊智民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
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69-8-6 (平
裝) NT$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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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英語 2.發音 3.音標

805.141

Fun 學中級英文文法 / Dennis Le Boeuf,
黎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2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07-0 (平
裝)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世界最強英文文法會話 / 蘇盈盈著 .- 新北市 :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英語系
列 ; 70) .-- ISBN 978-986-06114-1-0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330
1.英語 2.語法 3.會話 805.16
全彩情境圖解!寫給無法完整說出一
句英文的人 / 陳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求人文化,
11004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74-9-1 (平裝) NT$349
1.英語 2.句法 805.169
英文基礎寫作教戰手冊 / 黃瑜汎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語言工場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963-78-0 (16K 平裝)
1.英語 2.寫作法 805.17
英文寫作公式 / 白善燁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國際學村出版社, 11005 .-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156-0 (平裝) NT$450
1.英語 2.作文 3.寫作法 805.17
CNN 主播教你說關鍵時刻的英語 =
Essential everyday English from official
CNN news reports /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
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36-6 (平
裝)
1.新聞英文 2.讀本 805.18
In Focus 英語閱讀 : 活用五大關鍵技
巧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 Zachary
Fillingham, Owain Mckimm, Shara
Dupuis 著 ; 劉嘉珮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
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0-000-1 (第 2 冊:16K 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一翻就懂,99%的人都能使用的英文
自學寶典 / Nicole(蔡馨慧)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79-6 (平裝)
NT$380

1.英語 2.讀本

805.18

文學招待所 : 孤讀文學中的寂寞 =
Fun house of literature : selected
American short stories / 奚永慧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5-939-1 (平裝) NT$25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英文統測完全攻略 / 劉似蓉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1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59-0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英文閱讀與寫作統測完全攻略 / 賴
祖兒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1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606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3.寫作法 805.18
英文閱讀與寫作測驗統測(歷年試題
+模擬考) / 吳熙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61-3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3.寫作法 805.18
英語力 : 英語聽說能力訓練 / Owain
Mckimm 作 ; 丁宥榆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0301 .-- 143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8-175-0 (第 1 冊:菊 8K 平裝附
光碟片) NT$48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餐旅英文 = Hospitality English / 胡宜
蓁, 張郁英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華
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06-9 (平
裝) NT$500
1.英語 2.餐旅業 3.讀本 805.18
難以置信的實用職場英文 / 薛詠文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662-9-0 ( 平 裝 )
NT$399
1.英語 2.職場 3.讀本 805.18
食衣住行+觀光旅遊 : 超實用英語會
話 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再版 .-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1-546-5 (平裝) NT$399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
彩圖實境旅遊英語 : 會話模擬練功
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 P. Walsh,
PeiChien Sun, Feiyueh Chang 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0-001-8 (20K 平裝)
1.英語 2.旅遊 3.會話 805.188
IELTS VOCA 高頻字彙 2000 : 首創
SW+LR 分科單字,30 天雅思 Band 7! /
黃俊映, SIWON 語言研究所作 ; 趙苑
曲, 謝宜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520 面; 21 公分 .-- (EZ talk) .-- ISBN
978-986-248-956-7 (平裝) NT$599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詞彙
805.189
雅思聽力聖經 / Amanda Chou 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考
用英語系列 ; 31) .-- ISBN 978-98606095-1-6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60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考試指
南 805.189
全民英檢中高級寫作測驗 Writing =
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: highintermediate writing / 朱森元, 朱森榮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5-938-4 ( 平 裝 )
NT$350
1.英語 2.寫作法 805.1892
全民英檢中級模擬試題 / 何誠作 .-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73-0-7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7 天封頂!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多益
閱讀攻略 / 林東贊著 ; 陳宜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
求人文化, 11005 .-- 7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92-0-0 ( 平 裝 )
NT$699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Start 新制多益 : 給新手的聽力閱讀解
題攻略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 Mu
Ryong Kim, The Mozilge Language
Research Institute 著 ; 江奇忠, 彭尊聖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6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03-2 (16K 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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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多益測驗

805.1895

新制多益聽力滿分奪金演練 : 1000
題練出黃金應試力(寂天雲隨身聽
APP 版) / PAGODA Academy 著 ; 蘇裕
承, 關亭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
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005-6 (16K 平裝)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新聞俄語. 全球、台灣篇 / 江慧婉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
斯拉夫語文學系, 11003 .-- 181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02-8-4 (平裝)
NT$250
1.俄語 2.新聞 3.讀本 806.18
新聞俄語. 財經、科技、災難、恐攻
篇 / 江慧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,
11003 .-- 15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602-9-1 (平裝) NT$220
1.俄語 2.新聞 3.讀本 806.18

文學
不再是夢想!搞定論文題目、研究架
構與寫作技巧 / 胡子陵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05-3 (平裝) NT$300
1.論文寫作法 2.研究方法 811.4
卡內基 語言的突破 / 戴爾.卡內基作 ;
雲中軒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
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(心學堂 ; 10) .-- ISBN 978986-392-376-3 (平裝) NT$300
1.演說術 2.說話藝術 3.溝通技巧
811.9
卡內基演講術 / 戴爾. 卡內基(Dale
Carnegie)著 ; 賴汶姍譯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3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(Guide book ; 267) .- ISBN 978-986-5582-41-8 ( 平 裝 )
NT$320
1.演說術 2.口語傳播 3.自信 811.9
我的第一堂魅力演說課 : 從害怕上
台到即興演講的十一堂課 / 戴文杰
Darren Tay 著 ; 張嘉倫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68-0-2 (平裝) NT$280
1.演說術 811.9

你的聲音傳多遠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:
30 秒打動人心、掌控全場的超級演
講課 / 林開平作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19-3 (平裝)
NT$270
1.演說術 2.說話藝術 3.口才 811.9
你就是朗讀演說高手 / 林葳葳, 張宇
彤 作 .-- 新 北 市 : 螢 火 蟲 出 版 社 ,
11004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2-346-7 (平裝) NT$180
1.演說術 811.9
演說訓練百分百 / 林葳葳, 張宇彤
作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4 .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347-4 (平裝) NT$180
1.演說術 811.9
寫,在動畫製作之前 : 動畫短片劇本
寫 作 = Scripting, before making
animations / 魏嘉宏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33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665-2 (平裝) NT$520
1.劇本 2.動畫製作 3.寫作法 812.31

中國文學
文心雕龍學思錄 / 呂武志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8194-9-8 (精裝) NT$300
1.(南北朝)劉勰 2.文心雕龍 3.學術思
想 4.研究考訂 820
血火之舞 : 抗戰文學期刊與中國社
會思潮(1931-1938) / 韓晗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
文學類 ; PG2461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326-900-7 (平裝) NT$360
1.中國文學史 2.抗戰文藝 3.文學評
論 820.908
中古文學論叢 / 林文月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: 國
立臺灣大學發行, 11004 .-- 356 面; 21
公分 .-- (學術研究叢刊) .-- ISBN 978986-350-444-3 (平裝) NT$500
1.中國詩 2.詩評 3.南北朝文學
820.91034
花間一壺唐詩酒 : 輕酌一口,便是百
味人生 / 李會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晶冠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

21 公分 .-- (新觀點系列 ; 19) .-- ISBN
978-986-99458-8-2 (平裝) NT$320
1.唐詩 2.詩評 820.9104

中國文學總集
浯 島 文 學 獎 = Kinmen Literature
Award. 2020 年第 17 屆, 短篇小說.散
文創作組.新詩組作品輯 / 洪蘋萱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
縣文化局, 11004 .-- 224 面; 22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8-08-8 ( 平 裝 )
NT$280
830.86
燕燕于飛 : 最美的詩經-英譯新詮 /
閆紅著 ; 許淵沖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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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4-935-5 (平裝) NT$350
1.詩經 831.1

出埃及記 : 陳一夫的詩 / 陳一夫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08-6 (平裝) NT$350
851
國語 / 辛金順作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
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8
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叢 ; 677) .-- ISBN
978-986-323-376-3 (平裝) NT$320
851
水渍 / 庞固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48 面;
23 公分 .-- 修訂本; 簡體版; 正體題名:
水漬 .-- ISBN 978-986-5488-09-3 (平裝)
NT$250
851.487
戲劇療育-回家系列 : 小丑默劇舞台
劇 / 叔軍作 .-- 一版 .-- 臺中市 : 岳淑
君, 11004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27-4 (平裝) NT$550
854.6

兒童念唐詩 / 人類文化編輯部文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0-08-5 (精裝) NT$200
831.4

半蝕 / 韓麗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衛城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Being ;
5) .-- ISBN 978-986-06253-3-2 (平裝)
NT$420
855

中國文學別集

現文因緣 / 白先勇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781-8 (精裝) NT$550
855

百年陳千武紀念專集. 1, 文學賞讀 :
雨中行 : 陳千武現代詩 戰爭小說 詩
人賞讀 / 吳櫻總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台灣兒童文學學會, 11005 .-- 2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6352-4-1 (平
裝) NT$350
1.陳千武 2.現代文學 3.新詩 4.文學
鑑賞 848.6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各體文學
<<蕉風>>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/ 林
春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叢書 ; 1096) .-ISBN 978-957-13-8832-8 ( 平 裝 )
NT$350
1.海外華文文學 2.文學史 3.馬來西
亞 850.99

66

魯迅散文全集 / 魯迅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004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好優文化) .-- ISBN 978-98606204-1-2 (平裝) NT$320
855
*開口笑 : 絕對是最經典的笑話王 /
審桂仁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(幻想家 ; 62) .-- ISBN 978986-453-143-1 (平裝) NT$250
856.8
歷代經典寓言 / 周游編譯 .-- 初版 .-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6-797-6 (平裝)
856.8
反思「死亡」 : <<三言>>的死亡故
事與主題研究 / 金明求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4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(語言
文學類 ; PG2521)(文學視界 ; 126)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895-6 (平
裝) NT$300
1.章回小說 2.文學評論 857.41

- ISBN 978-986-509-207-8 (第 2 冊:平
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085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09-209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
*#匿名故事區 / 匿名用戶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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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061-9 (平裝) NT$340
857.61

不正常博物圖鑑 / 絕世貓痞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5 .- 冊 .-- (架空之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ISBN 978-986-505-185-3 (上冊:平裝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505-186-0 (中
冊 : 平 裝 ) NT$380 .-- ISBN 978-986505-187-7 (下冊:平裝) NT$380
857.7

十二首歌 / Middle 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4925 種)(Middle 作品集 ; 1) .-- ISBN
978-957-33-3696-9 (平裝)
857.63
魯迅小說全集 / 魯迅原著 ; 張秀楓主
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6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16-796-9 (平裝)
857.63

王府護家寶 / 離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3301-E103304) .-ISBN 978-986-527-134-3 (卷 1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135-0 (卷
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136-7 (卷 3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27-137-4 (卷 4:平裝) NT$260
857.7

一九七四戴手銬的警察 / 茅捷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明智工作室, 11005 .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8479-8-9 (平裝) NT$420
857.7

天涯雙探. 3, 古畫尋蹤 / 七名著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58-523-4 (平裝) NT$380
857.7

一品仵作 / 鳳今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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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1-0031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1004-8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01-005-5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1-006-2 (第 6 冊:平裝)
857.7

天涯雙探. 4 : 雙城血案 / 七名著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58-524-1 (平裝) NT$380
857.7

上古 / 星零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4 .- 冊 .-- (奇幻愛情 ; 72-73) .-- ISBN 978986-5543-22-8 (上冊:平裝) NT$360 .-ISBN 978-986-5543-23-5 (下冊:平裝)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5543-24-2 (全
套:平裝)
857.7
大四喜 / 灩灩清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4 .-冊 .-- (文創風 ; 949-952) .-- ISBN 978986-509-206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

天道方程式 / 二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875-0 (第 1
冊 : 平 裝 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515-876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986-515-877-4 (第 3 冊:平裝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878-1 (第
4 冊:平裝) NT$180
857.7
仵作醫妃 / 偏方方著 .-- 初刷 .-- 臺北
市 :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 冊 .-- (小說 house 系列 ; 473) .-- ISBN
978-986-467-277-6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78-3 (第
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467-279-0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467-280-6 (第 4 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81-3 (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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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467-282-0 (第 6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赤心巡天 / 情何以甚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8798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880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 ISBN 978-986-515-881-1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8828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
857.7
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 / 東奔西顧著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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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058-9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059-6 (下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060-2
(全套:平裝)
857.7
沖喜 / 粉妝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03901-E103902) .-ISBN 978-986-527-151-0 (上冊:平裝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152-7 (下
冊:平裝) NT$280
857.7
昔有琉璃瓦 / 北風三百里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04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 (奇幻愛情 ; 69) .-- ISBN 978-9865543-21-1 (平裝) NT$360
857.7
長安驚雲 / 風吟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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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06-096-1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06-097-8 ( 下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06-098-5 (全套:平裝)
857.7
迎妻納福 / 月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(文創風) .-- ISBN 978-986-509-199-6
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09-200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 ISBN 978-986-509-201-6 (第 3 冊:平
裝) NT$260
857.7

怪奇博物館. 106, 跳龍門 / 夜不語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怪奇博物館) .-- ISBN 978-957741-332-1 (平裝) NT$180
857.7
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上. 一, 杯中起
漣漪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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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67-1 (平裝)
857.7

孟婆傳奇 : 墨舞篇 / 李莎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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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53-5 (精
裝) NT$469
857.7
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上. 二, 轉戰三
千里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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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68-8 (平裝)
857.7

呼蘭河傳 / 蕭紅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叢 ;
11) .-- ISBN 978-986-323-378-7 (精裝)
NT$750
857.7
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上. 三, 血染欽
天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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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69-5 (平裝)
857.7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589-49-3 (第
10 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等你仰望 / 易修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5 .-- 冊 .-- (PS ;
P298-P299) .-- ISBN 978-986-494-262-6
(上冊:平裝) NT$330 .-- ISBN 978-986494-263-3 ( 下 冊 : 平 裝 ) NT$330 .-ISBN 978-986-494-264-0 (全套:平裝)
NT$660
857.7
無威脅群體庇護協會. 2 / matthia 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
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33-5-2 (第 2 冊:平裝)
857.7

活佛藏獒 / 楊志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5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9-52-3 (平裝) NT$650
857.7
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上. 四, 落子太
安城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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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70-1 (平裝)
857.7

穿書當團寵 / 鹽超咸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3 .-328 面 ; 328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27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31-2
(平裝) NT$280
857.7

逢君化吉 / 小麋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4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2901) .- ISBN 978-986-527-132-9 ( 平 裝 )
NT$300
857.7

無瞳之眼 / 風花雪悅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33-6-9 (第
5 冊:平裝)
857.7

*烏有子虛 = A non-existent utopia / 白
江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3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55-6 (平裝)
NT$380
857.7

深夜古董店. 1 : 瓷靈現身 / 吉羽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36-9 (平裝)
NT$350
857.7

馭鮫記 / 九鷺非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394-4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-395-1
(第 2 冊:平裝)
857.7

時光微微甜 / 酒小七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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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6-063-3 (上冊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506-064-0 ( 中 冊 : 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065-7 (下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066-4 (全
套:平裝)
857.7

替天行盜 / 石章魚著 .-- 臺北市 : 風
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89-40-0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58941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
978-986-5589-42-4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589-43-1 (第
4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589-44-8 (第 5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589-45-5 (第 6 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589-46-2 (第
7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589-47-9 (第 8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589-48-6 (第 9 冊:平裝)

農門第一剩女 / 藍夢寧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4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947-948) .-ISBN 978-986-509-204-7 (上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05-4 (下
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
紙醉金迷 / 張恨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9-370 (上冊:平裝) NT$450 .-- ISBN 978986-5589-38-7 (下冊:平裝) NT$450
857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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啼笑因緣 / 張恨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9-36-3 (平裝) NT$450
857.7

愛神眨眨眼 / ranana 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沒譜文化出版社, 11004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5550-20-2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-21-9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-22-6 (全
套:平裝)
857.7

落難千金翻身記 / 溪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4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945-946) .-ISBN 978-986-509-202-3 (上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03-0 (下
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福孕吉祥 / 梨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03801-E103804) .-ISBN 978-986-527-147-3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148-0 (卷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149-7 (卷 3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86-527-150-3 (卷 4:平裝) NT$270
857.7
蜜養青梅 / 子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04001-E104002) .-ISBN 978-986-527-153-4 (上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154-1 (下
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賞金獵手 / 蝦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868-2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869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986-515-870-5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871-2 (第
4 冊:平裝) NT$180
857.7
嬌娘灶下香 / 汀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3501-E103505) .-ISBN 978-986-527-139-8 (卷 1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140-4 (卷
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141-1 (卷 3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27-142-8 (卷 4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27-143-5 (卷 5:平裝)
NT$260
857.7
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/ 顧懿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
都)(米國度書系 ; B0047) .-- ISBN 978986-505-188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戲精撩妻 / 袖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 面;
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3701) .-ISBN 978-986-527-146-6 ( 平 裝 )
NT$300
857.7
江湖夜雨讀金庸 / 馬大勇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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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091-6 (平裝)
1.金庸 2.武俠小說 3.文學評論
857.9
清代寶卷鈔本經眼錄 / 謝泳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(語言文學類 ; PG2577)(中國現代文
學史希見史料 ; 8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326-901-4 (平裝) NT$350
1.寶卷 2.清代 858.69

兒童文學
口袋神探. 2, 三個不在場證明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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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口袋神
探 ; 2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470-8 (平裝) NT$300
859.6
火焰城的七公主 / 孫魚, 左昡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龍少年出版 : 龍圖騰
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42 面;
21 公分 .-- (蘑菇屋 ; 3) .-- ISBN 978986-499-133-4 (平裝) NT$320
859.6
四大名著好好讀 / 廖佳儀作 ; 林欣儀
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2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8-69-0 ( 精 裝 )
NT$150
859.6
飛翔的貓 / 唐池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龍少年出版 :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4 .-- 132 面; 21 公分 .-(蘑菇屋 ; 3) .-- ISBN 978-986-499-1327 (平裝) NT$320
859.6
搖籃村有個女巫 / 郭姜燕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龍少年出版 : 龍圖騰
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34 面;
21 公分 .-- (蘑菇屋 ; 3) .-- ISBN 978986-499-131-0 (平裝) NT$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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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9.6
蟾蜍的詛咒 / 阿毛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120 面; 23
公分 .-- (靈異小偵探 ; 1) .-- ISBN 978986-5588-13-7 (平裝)
859.6

東方文學
14 歲與插畫家 /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;
蔡環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64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417-0 (第 5 冊:平裝)
861.57
Blue / 葉真中顯作 ; 洪于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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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1-002-4 (平裝)
861.57
GOBLIN SLAYER!哥布林殺手 / 蝸牛
くも作 ; Runo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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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97-2 (第 11 冊:平裝)
861.57
一不小心就和魔法師契約結婚了. 2,
危險的追求者 vs.吃醋的丈夫 / 三萩
千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Dear ; 2) .-- ISBN 978-957-333714-0 (平裝)
861.57
*人間失格 : 獨家收錄(太宰治的三個
女人)彩頁專欄及(生前最後發表私
小說<櫻桃>),一次讀懂大文豪的感
情與創作祕辛 / 太宰治著 ; 吳季倫
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豪書齋 ; 102) .-- ISBN 978986-384-501-0 (平裝)
861.57
七魔劍支配天下 / 宇野朴人作 ; 李文
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5 .-- 冊 .--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415-6 (第 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4-416-3 (第 4 冊:平裝)
861.57
小書痴的下剋上 : 為了成為圖書管
理員不擇手段!. 第四部, 貴族院的自
稱圖書委員. VII / 香月美夜著 ; 許金
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32 種)(mild ;
36) .-- ISBN 978-957-33-3699-0 (平裝)
861.57
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/
御宮ゆう作 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20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418-7 (第
2 冊:平裝)
861.57
少年陰陽師. 52, 悲鳴之泣 / 結城光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少年陰陽師 ; 52) .-- ISBN 978-95733-3715-7 (平裝)
861.57
少年與狗 / 馳星周著 ; 楊明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文字森林系列 ; 21) .-- ISBN 978-986507-348-0 (平裝) NT$380
861.57
月亮前方三公里 / 伊與原新著 ; 王蘊
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29 種)(大賞 ;
124) .-- ISBN 978-957-33-3697-6 (平裝)
861.57
打從心底 / 佐野洋子著 ; 邱香凝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有方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有方之
美 ; 9) .-- ISBN 978-986-99686-2-1 (平
裝) NT$320
861.57
西川滿台灣小說選 : 雲林記、秀姑
巒島漂流記 / 西川滿著 ; 鄭正浩, 顏
慧儀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暉出版
社, 11004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24-60-6 (平裝) NT$400
861.57
死亡擱淺 / 小島秀夫原作 ; 野島一人
小說 ; 陳梵帆, R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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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0-99958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-109996-5 (下冊:平裝)
861.57
字母表謎題 / 大山誠一郎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山
誠一郎作品集 ; 4) .-- ISBN 978-9865488-31-4 (平裝) NT$400
861.57
向夜晚奔馳 : YOASOBI 小說集 / 星
野舞夜, いしき蒼太, しなの, 水上下
波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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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7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386-4 (平裝)
861.57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 / ざ
っぽん作 ; 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28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414-9 (第
5 冊:平裝)
861.57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/ りゅらせん
ひろつぐ作 ; 李殷廷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98-955 (第 1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498-96-2 (第 12 冊:平裝特別版)
861.57
門 / 夏目漱石作 ; 劉子倩譯 .-- 三版 .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78-4 (平裝)
NT$360
861.57
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篇
小說. 2, onparade / 渡航作 ; Runok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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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88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98-9 (平
裝)
861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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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!EXTRA : 讓
笨蛋登上舞台吧!. 7, 被龍所愛的笨
蛋 / 暁なつめ原作 ; 昼熊作 ; 林孟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413-2 (平裝)
861.57
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. 1. 上, 誘惑亡
靈 / ナフセ作 ; 周廷旭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96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420-0 (平裝)
861.57
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,不知不覺就
練到 LV MAX / 森田季節作 ; 陳冠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5 .-- 304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99-6 (第
10 冊:平裝)
861.57
破天荒不死鳥 : 平價時尚眼鏡
OWNDAYS 永不放棄的再生傳奇 / 田
中修治著 ;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432 面; 19 公分 .-- (BIG ;
358) .-- ISBN 978-957-13-8855-7 (平裝)
NT$420
861.57
破滅的倒懸者. 3, 特務搜查 CIRO-S
死亡線的終點 / 吹井賢作 ; 黃涓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(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)(角川輕.文
學) .-- ISBN 978-986-524-433-0 (平裝)
861.57
麥本三步喜歡什麼呢?. 第二彈 / 住野
夜著 ; 丁世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428 (平裝) NT$360
861.57
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. 2, White Out /
佐藤真登作 ; 譚志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3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91-7 (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03-036-7 (平裝限定版)

861.57
深夜的電話 : 小酒井不木偵探短篇
集 / 小酒井不木著 ; 侯詠馨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Hint ; 1) .- ISBN 978-986-5510-61-9 ( 平 裝 )
NT$280
861.57
假面的告白 / 三島由紀夫作 ; 劉子倩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3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90-6 (精裝) NT$380
861.57
盛夏之死 / 三島由紀夫作 ; 劉子倩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79-1 (平裝) NT$380
861.57
梅蒂亞轉生物語. 2, 世上最無懼的救
世主 / 友麻碧作 ; 蔡孟婷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Kadokawa
light literature)(角川輕.文學) .-- ISBN
978-986-524-434-7 (平裝)
861.57
被愛狠咬一口的掃把星 / 東山彰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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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76-7 (平裝)
861.57
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. 8, 問題兒童的
追想 / 竜ノ湖太郎作 ; 羅尉揚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5 .-- 264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409-5 (平裝)
861.57
黑武御神火御殿 : 三島屋奇異百物
語. 六之續 / 宮部美幸著 ; 高詹燦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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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(宮部美幸作品集 ; 72) .-- ISBN
978-986-5580-22-3 (平裝) NT$520
861.57

新.人間革命. 第 30 卷 / 池田大作著 ;
創價學會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, 11004 .-- 424
面; 21 公分 .-- (學會歷史叢書 ; 2) .-ISBN 978-957-9566-72-8 (下冊:精裝)
NT$250
861.57
弒子村 / 木原音瀨著 ; 徐欣怡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E Fiction ; 45) .-- ISBN 978986-5580-21-6 (平裝) NT$320
861.57
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/ 鎌池和馬作 ;
Seek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56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407-1 (第 22 冊:平
裝)
861.57
跨越銀河鐵道的夜晚 : 月與萊卡與
吸血公主, 星町篇. 5 / 牧野圭祐作 ;
劉仁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8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94-8 (平
裝)
861.57
落櫻繽紛 / 宮部美幸著 ; 高詹燦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(宮部美幸作品集 ; 49) .-- ISBN
978-986-5580-24-7 (平裝) NT$480
861.57
熊熊勇闖異世界 / くまなの作 ; 王怡
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4 面; 19 公
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410-1 (第 14 冊:平
裝)
861.57
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/ 逆井卓馬作 ; 一
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96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21-7 (第 1 冊:
平裝)
861.57
賭博師從不祈禱 / 周藤蓮作 ; 蔚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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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56 面; 19 公分 .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412-5 (第 5 冊:平裝)
861.57
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= A mild noble's
vacation suggestion / 岬作 ; 簡捷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皇
冠叢書 ; 第 4918 種)(YA! ; 69) .-- ISBN
978-957-33-3713-3 (第 8 冊:平裝)
861.57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/ 愛七
ひろ作 ; 九十九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452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408-8 (第
17 冊:平裝)
861.57
魔女之旅 / 白石定規作 ; 李殷廷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498-93-1 (第 1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498-92-4 (第 12 冊:平裝限定版)
861.57
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 : 從今天
開始的自由職人生活 / 甘岸久弥作 ;
馮鈺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6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411-8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妖怪出租. 2, 請借給我妖怪之力 / 廣
嶋玲子作 ; 東京妖怪繪 ; 賴惠鈴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(童心園 ; 180) .-- ISBN 978-986-507360-2 (平裝) NT$300
861.596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/
二丸修一作 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8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419-4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96
怪傑佐羅力之打敗噴火龍. 2 / 原裕文.
圖 ; 周姚萍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04
面; 21 公分 .-- (怪傑佐羅力系列 ;
58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03973-8 (精裝) NT$300

861.596
怪傑佐羅力機器人救災大作戰 / 原
裕文.圖 ; 周姚萍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(怪傑佐羅力系列 ;
5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03974-5 (精裝) NT$300
861.596
神奇柑仔店. 10, 順風耳軟糖的報應 /
廣嶋玲子文 ; jyajya 圖 ; 王蘊潔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樂讀 456 ; 68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03-970-7 (平裝) NT$300
861.596
神奇柑仔店. 9, 為你消除痠痛地藏 /
廣嶋玲子文 ; jyajya 圖 ; 王蘊潔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樂讀 456 ; 67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03-969-1 (平裝) NT$300
861.596
魔法屋波露. 4, 友情更勝魔法! / 堀口
勇太作 ; 玖珂束紗繪 ; 胡慧文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Much
讀本 ; 83) .-- ISBN 978-957-521-472-2
(平裝) NT$220
861.596

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80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338-393-2 (平裝) NT$230
861.599

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 面; 26
公分 .-- (小書迷 ; 31) .-- ISBN 978-9865582-46-3 (精裝) NT$290
861.599

沒有字的明信片 / 向田邦子原作 ; 角
田光代改作 ; 西加奈子繪圖 ; 林真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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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40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-75-8 (精
裝) NT$340
861.599

嗨喲!壽司大相撲 : 玉子燒力士 / ア
ンマサコ作 ; 王蘊潔譯 .-- 臺中市 : 晨
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 面; 26
公分 .-- (小書迷 ; 30) .-- ISBN 978-9865582-45-6 (精裝) NT$290
861.599

怕浪費的真可惜奶奶 / 真珠真理子
文.圖 ; 詹慕如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977-6 (精裝) NT$300
861.599
真可惜奶奶的不浪費寶典 / 真珠真
理子文.圖 ; 詹慕如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978-3 (精裝) NT$300
861.599

嗨喲!壽司大相撲 / アンマサコ作 ;
陳冠貴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6 面; 27 公分 .-- (小書
迷 ; 29) .-- ISBN 978-986-5582-44-9 (精
裝) NT$290
861.599
滑溜溜的麵條游泳池 / 江口佳子作 ;
降矢奈奈繪 ; 李慧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2 面; 21X23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338-392-5 (精裝)
NT$300
861.599

真可惜奶奶開動了 / 真珠真理子文.
圖 ; 詹慕如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790 (精裝) NT$300
861.599

慢 小 黃 出 任 務 / 宮 西 達也 文 . 圖 ;
Choyc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 面;
21X23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 110) .- ISBN 978-986-5566-37-1 ( 精 裝 )
NT$320
861.599

真可惜奶奶跟著水滴去旅行 / 真珠
真理子文.圖 ; 詹慕如譯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3-980-6 (精裝) NT$300
861.599

魔法的夏天 / 藤原一枝, 秦好史郎文 ;
秦好史郎圖 ; 櫻菜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30-7 (精裝) NT$320
861.599

這是誰的內褲？ / 茂利勝彦文圖 ; 蘇
懿禎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
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 面;
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274-541-0 (精裝)
861.599

我殺死的男人回來了 / 黃世鳶著 ; 尹
嘉玄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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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109-8 (平裝)
862.57

小鯨魚馬維好想長大 / H@L 作.繪 ;
陳瀅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
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
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338-394-9 (精裝) NT$300
861.599

鼠小弟的小背心 / 中江嘉男文 ; 上野
紀子圖 ; 劉握瑜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40 面; 24 公分 .-- (繪本時間 ; 48N)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66-43-2
(精裝) NT$320
861.599

企鵝馬戲團 / 齊藤洋作 ; 高畠純繪 ;
李慧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

嗨喲!壽司大相撲 : 大腹鮪魚力士 /
アンマサコ作 ; 陳冠貴譯 .-- 臺中市 :

皇帝的獨生女 / YUNSUL 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知翎文化, 11005 .-- 冊 .-(瘋讀 ; CO001-CO0006) .-- ISBN 978957-787-334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300 .- ISBN 978-957-787-335-4 (第 2 冊:平
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57-787-3361 (第 3 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957-787-337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300 .- ISBN 978-957-787-338-5 (第 5 冊:平

小修與沃特 : 奇妙香蕉島 / 工藤紀子
文.圖 ; 邱瓊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32 面; 24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
111) .-- ISBN 978-986-5566-45-6 (精裝)
NT$320
861.599
大野狼與七隻小羊 / 德國格林童話
原著 ; 末吉暁子改編 ; 猫野ぺすか圖 ;
黃姿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15-6 (精
裝)
861.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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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57-787-3392 (第 6 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957-787-340-8 (全套:平裝) NT$1800
862.57
過度呼吸 / JeoSooRi 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5 .-- 冊 .-- (MM ;
MM025-MM026) .-- ISBN 978-986-494259-6 (上冊: 平裝) NT$350 .-- ISBN
978-986-494-260-2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261-9 (全
套:平裝) NT$700
862.57
101 種書的使用方法 / 朴善花作 ; 金
珠慶繪 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92 面; 24 公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
12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07369-5 (平裝) NT$350
862.596
想像力特務. 1 : 出動!拯救被綁架的
媽媽! / 金永鎮作 ; 尹嘉玄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(童
心園 ; 122) .-- ISBN 978-986-507-355-8
(精裝) NT$320
862.596
想像力特務. 2 : 停!不要再吵架了! /
金永鎮作 ; 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(童心園系
列 ; 123) .-- ISBN 978-986-507-356-5
(精裝) NT$320
862.596
想像力特務. 3 : 糟糕!惡夢工廠營業
了! / 金永鎮作 ; 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(童心園
系列 ; 124) .-- ISBN 978-986-507-357-2
(精裝) NT$320
862.596
暴風雪 / 姜景琇文.圖 ; 莫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60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05-5-4 (精裝)
862.596
小小鄰居 / 李香安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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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6 面;
23X24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274-542-7 (精裝)
862.599

下陣雨了 / 尹貞美文.圖 ; 陳慧瑜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0-14-9 (精裝)
862.599
我的夢想車 / 河亞成文.圖 ; 簡郁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05 .-- 36 面;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7-779 (精裝)
862.599
我就是想贏!輸贏真的那麼重要? / 申
淳哉著 ; 李明愛繪 ; 賴毓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0 面; 2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02-5 (精裝)
862.599
和你不一樣的好朋友 / 許雅聖文圖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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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40 面; 23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7-0-7 (精裝)
862.599

高科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得獎作
品集. 2020 /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基礎
教育中心編 .-- 一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
高雄科技大學, 11002 .-- 21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01-7-5 (平裝)
863.3
小暑 : 靜宜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
第十一屆 / 陳明柔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暨素養課
程研發中心, 11004 .-- 29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96-1-9 (平裝)
NT$300
863.3
小半 / 愛啡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愛
啡, 11003 .-- 370 面; 21 公分 .-- (愛啡
小說 ; 4) .-- ISBN 978-957-43-8713-7
(平裝) NT$420
863.4
心靈覺醒之隨緣隨筆 / 龍影作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44-192-4 (平裝)
863.4

某天 / 方[]文 ; 正林圖 ; 陳思瑋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05-4-7 (精裝)
862.599

芳草年年綠 / 柯淑靜作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361-0 (平裝)
863.4

便當尋人啟事 / 瑪塔.納西罕(Mabrab
Narsimhan)著 ; 鄒嘉容譯 .-- 第二版 .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129-1 ( 平 裝 )
NT$320
867.57

不朽與純情 : 王運如詩選集 / 王運如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知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379-7-4 (平裝) NT$380
863.51

同心啟航 / Nottakorn 著 ; 璟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769-6 (下冊:平裝)
868.257
浮生詩影 / 謝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60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
PG2396)(秀詩人 ; 70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326-899-4 ( 平 裝 )
NT$550
868.651

臺灣文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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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去愉悅的逾越 / 盧建彰(Kurt Lu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 (看世界的方法 ; 193) .-- ISBN 978986-06075-2-9 (平裝) NT$450
863.51
再過一年 : 蔡榮勇漢英雙語詩集 =
One more year / 蔡榮勇著 ; 陳義超譯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 (語言文學類 ; PG2564)(台灣詩叢 ;
14) .-- BOD 版;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326-896-3 (平裝) NT$200
863.51
施善繼詩全編 / 施善繼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施善繼, 11005 .-- 29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94-9 (平裝)
NT$350

863.51
時光問答 / 落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史哲出版社, 11003 .-- 162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史哲詩叢 ; 151) .-- ISBN 978986-314-546-2 (平裝) NT$260
863.51
逐日填滿,不定期氾濫 / 陳育律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4 .-- 192
面; 21 公分 .-- (釀詩人 ; 142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460-0 (平裝)
NT$260
863.51
森 : 楊淇竹詩集 / 楊淇竹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釀出版 : 秀威資訊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160 面; 21
公分 .-- (含笑詩叢 ; 16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459-4 ( 平 裝 )
NT$220
863.51
碎葉和紙屑 : 向明寫詩讀詩 / 向明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詩藝文出版社,
11004 .-- 223 面; 21 公分 .-- (詩歌書
坊 ; 82) .-- ISBN 978-986-446-018-2 (精
裝) NT$500
863.51
微塵 / 楊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洪
範書店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
22X24 公分 .-- (文學叢書 ; 360) .-ISBN 978-957-674-356-6 ( 平 裝 )
NT$400 .-- ISBN 978-957-674-357-3 (精
裝) NT$600
863.51

11004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名
家) .-- ISBN 978-957-08-5746-7 (平裝)
863.51

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2575-4-1 (平裝) NT$380
863.55

工地人生 / 王雙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34) .-ISBN 978-986-5541-73-6 ( 平 裝 )
NT$320
863.55

再見 少女 / 柯佳嬿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08 面; 22 公分 .-- (Love ;
2) .-- ISBN 978-986-98793-5-4 (平裝)
NT$450
863.55

大夢話人生 / 林映慈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林映慈, 11004 .-- 442 面; 15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44-1 (平裝)
NT$500
863.55

*守住美好 : 激流沖擊下留住的文化
記憶 / 隱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爾
雅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爾雅叢書 ; 681) .-- ISBN
978-957-639-652-6 (平裝) NT$340
863.55

*小趣味 / DJ 之神, 六色羽, 雪倫湖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2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75-25-0 ( 平 裝 )
NT$260
863.55

仲居 : 帆山亭的那些日子 / 曾品屹
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曾品屹,
11006 .-- 11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19-9 (平裝) NT$16
863.55

不才札記 / 高榮禧作 .-- 臺北市 : 唐
山出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4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07-196-9 (平裝)
NT$300
863.55

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/ 洪愛珠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344 面; 19 公分 .-(Taiwan style ; 66) .-- ISBN 978-957-329028-5 (平裝簽名版) NT$350
863.55

日子如光,愛你如常 / 旎好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08 面; 17X15 公分 .-- (皇
冠叢書 ; 第 4928 種)(有時 ; 15) .-ISBN 978-957-33-3698-3 (平裝)
863.55

向謙人生體悟集 / 蘇栢侯作 .-- 臺中
市 : 蘇栢侯, 11003 .-- 233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662-8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5
沒有名字的那座山 / 山女孩 Kit 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071-1 ( 平 裝 )
NT$350
863.55

劉培相平仄詩韻作品詩集 / 劉培相
寫作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水里鄉 : 劉培
相, 11004 .-- 72 面; 21X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691-8 ( 平 裝 )
NT$820
863.51

今天我們住在雲上,好不好? / 馬卡龍
腳趾(Chi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18
公分 .-- (Tomato ; 72) .-- ISBN 978-986133-763-0 (平裝) NT$320
863.55

劉培相古典詩集 / 劉培相著作編寫 .- 初版 .-- 南投縣水里鄉 : 劉培相,
11004 .-- 104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90-1 (平裝) NT$800
863.51

不安於世 / 欸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島座放送, 11003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572-3-9 ( 平 裝 )
NT$380
863.55

告別微光海岸 / 方聲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14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名
家 ; 94) .-- ISBN 978-986-06318-3-8 (平
裝) NT$350
863.55

劉培相詩詞譜曲 / 劉培相著 .-- 初
版 .-- 南投縣水里鄉 : 劉培相, 11004 .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688-8 (平裝) NT$620
863.51

太宰治請留步 / 黃文鉅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808-3 ( 平 裝 )
NT$360
863.55

我的日本 / 吳佩珍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有方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232 面; 21 公分 .-- (有方之美 ; 8) .-ISBN 978-986-99686-1-4 ( 平 裝 )
NT$280
863.55

百合三弄 = Lily trilogy / 李嘉音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可出版社, 11004 .-

初心 / 王品幀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普林特印刷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06 面;

寵你的靈魂 / 解昆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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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(幸福密碼 ; VIII) .-- ISBN
978-986-98283-4-5 (平裝) NT$280
863.55

分 .-- ISBN 978-957-28532-6-9 (平裝)
NT$420
863.55

夜在路的盡頭挽髮 / 鄭順聰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
庫 ; 1354) .-- ISBN 978-986-450-343-8
(平裝) NT$280
863.55

蒼白球日誌. 2020, 秋 = Records in the
Globus Pallidus autumn. 2020 / 蒼白球
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簡 靖 航 ,
11003 .-- 19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25-0 (平裝)
863.55

*來自聖國 / 歐崇敬著 .-- 新北市 : 歐
崇敬, 11004 .-- 22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03-8 (平裝) NT$380
863.55

謝恩 = Thanksgiving / 林翠珊 Vita Lin
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林 翠 珊 ,
11003 .-- 120 面; 18X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66-6 (精裝)
863.55

風中葉飛 / 盧勝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
會, 11005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1-41-4 (平裝) NT$260
863.55
*故事許願機 : 你許一個願,我用一個
真實人生故事回答你 / 王蘭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
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叢書 ; 652) .-ISBN 978-986-387-396-9 ( 平 裝 )
NT$330
863.55
家屋現在式 : 重新思考家的定義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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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44 面; 23
公分 .-- (地味手帖 ; 5) .-- ISBN 978986-98980-5-8 (平裝) NT$380
863.55

醫科畢業一甲子 : 1959 年畢業 / 國立
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十二屆畢業
生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景福
基金會景福醫訊雜誌社, 11004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(景福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96058-2-3 (平裝) NT$300
863.55
邊界與燈 / 陳芳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 ( 文 學 叢 書 ) .-- ISBN 978-986-387397-6 (平裝)
863.55
寇培深手札滙編 / 寇培深撰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中國書道傳
習學會, 11005 .-- 224 面; 37 公分 .-(中國書道傳習彙編 ; 7) .-- ISBN 978986-06387-2-1 (精裝)
863.56

最愛是誰 / 君靈鈴, 葉櫻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1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27-4 (平裝) NT$260
863.55

*7 雪城之翼. 首部曲, 昭羽紫綺 / 羽
冰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李昕羽,
11003 .-- 4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75-8 (平裝) NT$360
863.57

給麗小札 / 盧勝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
會, 11005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1-42-1 (平裝) NT$260
863.55

一字千金 / 千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3601) .-ISBN 978-986-527-145-9 ( 平 裝 )
NT$310
863.57

暇滿.慢行 / 蔡韻瓊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18-5 (平裝) NT$300
863.55
說不盡的故事 / 紀展南編著 .-- 初
版 .-- 嘉義市 : 財團法人張進通許世
賢文教基金會, 11004 .-- 280 面; 23 公

*七片葉子 / 涓滴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
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3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中英雙語 .-- ISBN 978-98699938-9-0 (平裝) NT$320
863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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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小秘書的性愛日記 / 西門彩文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03 .-- 11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0-05 (平裝) NT$250
863.57
王妃就是狂 / 夢南迪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29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32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38-1
(平裝) NT$270
863.57
反派的戀愛之路 / 陌穎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5 .-- 220 面; 21
公分 .-- (要青春 ; 78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6992-69-8 ( 平 裝 )
NT$270
863.57
心理醫生 / 六色羽, 宛若花開合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1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26-7 (平裝) NT$250
863.57
不會通靈的寵物溝通師 : 關於愛的
練習 / 劉凱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
面; 21 公分 .-- (花園系列 ; G3601) .-ISBN 978-986-06072-1-5 ( 平 裝 )
NT$380
863.57
示見之眼 / 蒔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平心出版, 11005 .-- 冊 .-- (PS ; P216P221) .-- ISBN 978-986-494-265-7 (第 1
冊 : 平 裝 ) NT$330 .-- ISBN 978-986494-266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330 .-ISBN 978-986-494-267-1 (第 3 冊:平裝)
NT$330 .-- ISBN 978-986-494-268-8 (第
4 冊:平裝) NT$330 .-- ISBN 978-986494-269-5 (第 5 冊:平裝) NT$330 .-ISBN 978-986-494-270-1 (第 6 冊:平裝)
NT$330 .-- ISBN 978-986-494-271-8 (全
套:平裝) NT$1980
863.57
未來之憶. 首部曲, 人魔之城 / 黃志翔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
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Smart ; 34) .-ISBN 978-986-387-399-0 ( 平 裝 )
NT$420
863.57
古祠高樹 : 夏眉小說集 / 夏眉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5 .-- 202

面; 21 公分 .-- (釀文學 ; 249) .-- BOD
板 .-- ISBN 978-986-445-462-4 (平裝)
NT$250
863.57
死亡荷爾蒙 / 李熙麗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8-03-1 (平裝) NT$260
863.57
老婆欺上癮 / 凌兮兮作 .-- 初版 .-- [彰
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4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8-72-2 (平裝) NT$190
863.57
吊 煞 叩 門 : 幽 聲 夜 語 . 6 = Night
whispers / 醉琉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
面; 20 公分 .-- (蓬萊詭話 ; PG006) .-ISBN 978-986-319-562-7 ( 平 裝 )
NT$250
863.57
米蟲老婆不好惹 / 金晶作 .-- 初版 .-彰化縣福興鄉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004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8-69-2 (平裝) NT$190
863.57
忘川盡 : 音如夢 / 慕容紫煙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4 .-- 202
面; 21 公分 .-- (釀冒險 ; 47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457-0 (平裝)
NT$250
863.57
弟弟不是拿來做的 / 撿寒枝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5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
度書系 ; B0044) .-- ISBN 978-986-505189-1 (平裝) NT$270
863.57
攻略帥大叔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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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紅櫻桃系列 ; 1471) .-- ISBN 978-986335-654-7 (平裝) NT$220
863.57
雨中百合 / 秋陽作 .-- [宜蘭縣羅東
鎮] :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夜幕低
垂 ; 181) .-- ISBN 978-986-99792-4-5
(平裝) NT$300
863.57

武林高手不好混 / 喬寧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
1473) .-- ISBN 978-986-335-656-1 (平
裝) NT$260
863.57
花豹與白兔 / 蔡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人
間 ; 320) .-- ISBN 978-957-13-8835-9
(平裝) NT$330
863.57
近距離愛上你 : HIStory4 / 夏天晴小
說 ; 邵慧婷, 藍今翎原著編劇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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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994-1 (平裝)
863.57

863.57
埋香恨 : 乾隆皇帝與孝賢皇后、香
妃 / 樸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
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608 面 ; 21 公 分 .-- ( 歷 史 讀 物 ;
PY006)(清宮艷系列 ; 3) .-- ISBN 978986-323-377-0 (平裝) NT$450
863.57
酒香嬌娘 / 蒔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2601) .-ISBN 978-986-527-130-5 ( 平 裝 )
NT$280
863.57
都是浪浪惹的禍? / 岑文晴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培育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勵志
學堂 ; 75) .-- ISBN 978-986-99522-8-6
(平裝) NT$200
863.57

幸福森林 / 八千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
發行, 11005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1-000-0 (平裝)
863.57

符與青狐 / 散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
灣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33-2-1 (卷上:
平裝)
863.57

夜鴉事典 / 碰碰俺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33-3-8 (第
11 冊:平裝)
863.57

都說後宅是個坑 / 宇凌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
E1034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44-2
(平裝) NT$260
863.57

娘子帶福來 / 風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3001) .- ISBN 978-986-527-133-6 ( 平 裝 )
NT$290
863.57
逃出九號公墓. III, 全面獵殺 / 藍色水
銀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
書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28-1 (平裝)
NT$300
863.57
時代錯誤 / Beck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Bloom series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393-7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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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靈怨 / 庚晴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05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(釀冒險 ; 48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461-7 (平裝) NT$320
863.57
陽奉陰違 / 雪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
灣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33-1-4 (第 1 冊:
平裝)
863.57
復婚無限期 / 夜煒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4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71-5 (平裝) NT$190
863.57

無盡的耳語 / 桐野夏生著 ; 劉姿君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94-9 (平
裝) NT$580
863.57
遊手好閒的人 = Le Flâneur / 呂宗曄
著 .-- 初 版 .-- 南 投 市 : 呂 宗 曄 ,
11005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76-5 (平裝) NT$180
863.57
馴羊記 / 徐振輔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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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新人間叢
書 ; 318) .-- ISBN 978-957-13-8768-0
(平裝) NT$420
863.57
葉有慧 / 張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8
面; 20 公分 .-- (愛寫 ; 47) .-- ISBN 978957-658-521-0 (平裝) NT$360
863.57
禁忌錄 : 屍變 / 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笭菁作
品) .-- ISBN 978-957-741-331-4 (平裝)
NT$200
863.57

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16) .-- ISBN 978986-99766-8-8 (平裝) NT$340
863.57
遊戲結束之前. 4, 絕望禁止 / 草子信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高
寶國際 有限公 司臺 灣分公 司發行 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33-4-5 (平裝)
863.57
綠茶小姐十分甜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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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紅櫻桃 ; 1472) .-- ISBN 978-986335-655-4 (平裝) NT$210
863.57
綠楊村 / 司馬中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9-39-4 (平裝) NT$300 .-- ISBN
978-986-5589-50-9 (精裝) NT$350
863.57
福瑞斯之城 / 廣吾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04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 (釀奇幻 ; 5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458-7 (平裝) NT$320
863.57

愚妻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縣福興
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4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70-8 (平
裝) NT$190
863.57

賢妻在家 / 唐梨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縣
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4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685 (平裝) NT$190
863.57

新版魔王與終焉雪 / 拆野拆替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威 向 有 限 公 司 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米國度) .- ISBN 978-986-505-180-8 (第 1 冊:平
裝)
863.57

緝毒犬與檢疫貓 / 沙承橦.克狼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4 .-- 194
面; 21 公分 .-- (要推理 ; 85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6992-68-1 (平裝)
NT$260
863.57

*蜂鳥與謊言 / 林滿秋著 ; 蔡豫寧繪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light 小說館 ; BFA030) .-ISBN 978-986-525-098-0 ( 平 裝 )
NT$380
863.57

碼頭 / 黎翊青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
11004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23-6-1 (平裝) NT$280
863.57

詭軼紀事. 壹, 清明斷魂祭 / Div(另一
種聲音), 星子, 龍雲, 笭菁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4 .-- 320 面; 21

遲來的幸運 / 沫晨優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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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PO 小說 ; 55) .-- ISBN 978-98699230-8-8 (平裝) NT$300
863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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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枝 / 張祖詒著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叢書) .-ISBN 978-957-14-7166-2 (平裝)
863.57
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. 異世界冒
險篇 / 黑暗之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威向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米國度) .-- ISBN 978-986-505179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
863.57
靈魂的約定 / 緒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度書系 ;
B0045) .-- ISBN 978-986-505-190-7 (平
裝) NT$270
863.57
HERO / 格林編輯部文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6-16-5 (平裝) NT$799
863.596
大小公主去上學 : 學校其實超好玩 /
林佑儒著 ; 蔡豫寧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6-38-8 (平裝)
863.596
小白的奇幻夜 / 趙菱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龍少年出版 : 龍圖騰文化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4 .-- 166 面; 21 公分 .- (鳳凰文庫 ; PHY045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499-130-3 ( 平 裝 )
NT$320
863.596
小保學畫畫 / 馮輝岳文 ; 陳美燕圖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4 面; 19 公分 .-(我自己讀的故事書 ; 8) .-- ISBN 978986-5566-40-1 (精裝)
863.596
小氣鬼喝涼水? / 寧寧作 ; KOI 繪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11004 .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全彩版 Q+享樂
讀 ; 4) .-- ISBN 978-986-06085-3-3 (平
裝) NT$220
863.596
小獸醫大志願 / 邱靖巧著 ; 謝愷宸繪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
社, 11005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(小大

好 ; 2) .-- ISBN 978-986-06242-2-9 (平
裝) NT$320
863.596
王文華說話課. 1, 女巫想說的祕密 /
王文華文 ; 桃子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778-8 (平裝) NT$290
863.596
王文華說話課. 2, 巫師要聽的祕訣 /
王文華文 ; 桃子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779-5 (平裝) NT$290
863.596
六年五班,愛說笑! / 洪志明作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6-42-5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96
仙佛說故事. 2, 親子共讀本 / 林榮澤
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仁風文創書
苑出版社出版 : 易學齋發行, 11004 .- 96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99754-1-4 (精裝)
863.596
光明繼承者 LIKADO / 子藝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96-5-9 (平裝)
863.596
好預兆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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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(故事館 ; 71) .-- ISBN 978-986-449228-2 (平裝) NT$280
863.596
助人為樂的故事 / 小紅花童書工作
室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3 .-- 96 面 ;
17X1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00-16-0 (精裝) NT$180
863.596
佛多與波特的奇幻冒險. 二部曲 : 雪
之城堡的詭計 / 王志宏, 吳育慧作 .-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時 空 研 究 書 苑 ,
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171-1-0 (平裝) NT$480
863.596

我的阿嬤 16 歲 / 廖炳焜作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6-35-7 (平裝) NT$280
863.596
奇妙地鼠洞 / 陶綺彤作 ; Faye 繪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11004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Fun 樂讀 ; 10)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085-2-6 (平
裝) NT$200
863.596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.
1, 原來大家都不一樣 / 哲學新媒體,
公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媖作 ; 林孜育
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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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64 面;
21 公分 .-- (小麥田故事館 ; 94) .-ISBN 978-957-8544-66-6 ( 平 裝 )
NT$180
863.596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.
2, 喜歡就可以帶回家嗎? / 哲學新媒
體, 公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媖作 ; 林孜
育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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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64 面;
21 公分 .-- (小麥田故事館 ; 95) .-ISBN 978-957-8544-67-3 ( 平 裝 )
NT$180
863.596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.
3, 團體合作的成果 / 哲學新媒體, 公
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媖作 ; 林孜育繪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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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64 面; 21
公分 .-- (小麥田故事館 ; 96) .-- ISBN
978-957-8544-68-0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.
4, 珍貴的生命 / 哲學新媒體, 公羊兄
(朱生亦), 蘇子媖作 ; 林孜育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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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64 面; 21 公
分 .-- (小麥田故事館 ; 97) .-- ISBN
978-957-8544-69-7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異時空基因戰 / 高雄市河堤國小六
年四班作 ; 方怡心, 机祐瑩, 呂羿萱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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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于萱繪圖 .-- 高雄市 : 李苹, 11003 .- 17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670-3 (平裝)
863.596
馴字師捉妖去 / 林世仁作 ; 吳雅怡
繪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 (字的傳奇系列 ; 1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57-503-972-1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96
遇見我的天使男孩 / 王家珍著 ; 陳佳
蕙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宇畝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5-61-5 (平裝) NT$320
863.596
*藏在心裡的疤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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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12 面; 21 公
分 .-- (故事館 ; 70) .-- ISBN 978-986449-225-1 (平裝) NT$280
863.596
Guji Guji / 陳致元文.圖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信誼基金出版社, 11003 .-- 44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414 (精裝)
863.599
一樣!不一樣! / 林敏雲作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
面; 26X24 公分 .-- (110 上繪本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54-28-6 (精裝)
863.599
小耳朵 / 小石.強納森, 湯婷婷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 面; 19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01-5-4 (精裝)
NT$380
863.599
小島的貓去哪了? / Shuo Yi 圖.文 .-初版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 社團法人雲
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, 11003 .-- 72 面;
19X26 公 分 .-- ( 爬 一 座 故 事 山 .
2021) .-- ISBN 978-986-95768-8-8 (精
裝) NT$280
863.599
山裡的「魷魚」香 / 蘇寧昕, 黃詠宜
文 ; 黃詠宜圖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虎尾
鎮 :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
會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爬一座

故事山. 2021) .-- ISBN 978-986-957689-5 (精裝) NT$280
863.599
木之繪本 : 拜訪森林 / 張哲銘文.圖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出版,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6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380-88-1 (精
裝) NT$300
863.599
*木之繪本 : 發現春天 / 張哲銘文.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出版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38087-4 (精裝) NT$300
863.599
毛衣勾到了! / 趙小傑作 ; 森酪梨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 面; 30X21 公
分 .-- (小康軒繪本館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35-707-8 ( 精 裝 )
NT$280
863.599
分我吃一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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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2 面; 21X3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3473-0 (精裝)
863.599
生日快樂 / 郝廣才文 ; 朱里安諾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6-14-1 ( 平 裝 )
NT$799
863.599
好多好多的車子 / 陳淑華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(110
上繪本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5554-27-9 (精裝)
863.599
好想好想去旅行 / 嬉勤作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
面; 26X24 公分 .-- (110 上繪本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54-26-2 (精裝)
863.599
你有看到我的獅子嗎? / 周彥彤文 ;
夏仙圖 .-- [新北市] : 為為設計有限公
司, 好蟾蜍工作室, 11004 .-- 48 面;
27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87-11 (精裝)
863.599

那些年 這些事 / 黃秀香文 ; 吳毓珍,
楊佳青圖 .-- 二版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
社團法 人雲林 縣雲 林故事 人協會 ,
11003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(爬一座故
事山. 2021) .-- ISBN 978-986-06406-32 (精裝) NT$280
863.599
我們來做蛋糕吧! / 黃雅玲文.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小光點, 11005 .-- 40 面; 22X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7-74-8 (精裝)
863.599
走讀馬來西亞 / 唐麗芳, 劉啟暉文 ;
張真輔, 劉啟暉圖 .-- 二版 .-- 雲林縣
虎尾鎮 :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
人協會, 11003 .-- 40 面; 15X21 公分 .- (爬一座故事山. 2021) .-- ISBN 978986-06406-0-1 (精裝) NT$280
863.599
金夕·窩在新北 / 孫心瑜圖 ; 粘忘凡
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文
化局, 11004 .-- 48 面; 21X30 公分 .-(新北城市繪本 ; 4) .-- ISBN 978-9865462-22-2 (精裝) NT$350
863.599
夜市,我來了 / 洪詩蘊作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
面; 26X24 公分 .-- (110 上繪本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54-29-3 (精裝)
863.599
長耳兔.白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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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89-5-7 (精
裝) NT$360
863.599
旺見未來 / 臺南市關廟區保東國民
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; 陳瀞潔, 王任妤,
吳禹玟, 呂奕儒, 温筠芸繪圖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關廟區保東國
民小學, 11003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- (臺
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系列 ;
49) .-- ISBN 978-986-5487-01-0 (精裝
附光碟片) NT$200
863.599
受制 / 吳新欽故事編寫 ; 賴亭妏, 賴
亭妤, 張維瑾, 林敬淳, 賴佳君, 林怡
妃, 賴甡安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臺南市後壁區永安國民小學, 11003 .- 40 面; 21X29 公分 .-- (臺南市兒童家

79

鄉故事繪本創作系列 ; 56) .-- ISBN
978-986-0701-00-5 (精裝) NT$200
863.599
長鼻子優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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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4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89-4-0 (精
裝) NT$360
863.599
呼嚕呼嚕的書店小貓 / 吳欣芷文.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057-86-8 (精裝)
NT$320
863.599
怪獸花花的甜點店 / 陳秋玉文 ; 彭大
爺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6 .-- 40 面 ;
28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429-994-2 (精裝) NT$250
863.599
柚子花開 / 許芝薰圖.文 .-- 二版 .-- 雲
林縣虎尾鎮 :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
故事人協會, 11003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 (爬一座故事山. 2021) .-- ISBN 978986-06406-2-5 (精裝) NT$280
863.599
愛生氣的小獅子 / 郝廣才文 ; 朱里安
諾(Giuliano Ferri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6-19-6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想和你一起 : 送給新生兒小家庭的
第一份獻禮 / 好歪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田悅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81-0-3 (精裝) NT$280
863.599
愛做瑜伽的酷酷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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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5 .-- 30 面 ;
21X3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6347-2-3 (精裝)
863.599
媽媽是天使 / 黃郁欽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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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0 面; 21X23 公分 .-(小麥田繪本館 ; 3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57-8544-65-9 (精裝) NT$340

863.599
臺語說故事 : 阿舅講古 / 方文利文 ;
方文利, 江威儒圖 .-- 二版 .-- 雲林縣
虎尾鎮 :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
人協會, 11003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 (爬一座故事山. 2021) .-- ISBN 978986-06406-1-8 (精裝) NT$280
863.599
誰要抱抱 / 姜子安文 ; 吳若嫻圖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29-993-5 (精裝)
NT$250
863.599
誰要過生日 / 郝廣才文 ; 米列娜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6-15-8 ( 平 裝 )
NT$799
863.599
髒兮兮國王 / 嚴凱信文.圖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魯創
作繪本 ; AOP040N) .-- ISBN 978-9865566-39-5 (精裝) NT$300
863.599
讓我吃雪吧! = Let me eat snow! / 奈樂
樂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少年兒童出
版社, 11004 .-- 40 面; 22X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136-4-1 ( 精 裝 )
NT$280
863.599
想像七星潭.天地共纏綿 / 葉日松著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文學街出版社,
11004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80-0-4 (平裝)
863.751
瓜田歲月 / 鍾鐵鈞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004 .-- 336 面;
15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613 (平裝) NT$350
863.755
山櫻花精靈 / 陳素宜文 ; 曹俊彥圖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44 面; 21
公分 .-- (故事奇想樹) .-- ISBN 978986-525-132-1 (平裝) NT$300
863.7596
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: 嚮導背工與
巡山員的故事 / 沙力浪著 .-- 二版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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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Y 角度 ;
25) .-- ISBN 978-986-99870-7-3 (平裝)
NT$380
863.855
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/ 程廷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
庫 ; 1353) .-- ISBN 978-986-450-342-1
(平裝) NT$300
863.855

西洋文學

酸臭之屋 / 歐文.威爾許(Irvine Welsh)
作 ; 何致和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新
雨出版社, 110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 (精選 ; LE-015) .-- ISBN 978-986-227289-3 (平裝)
873.57
皇家魔獸 / 大衛.威廉(David Walliams)
作 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繪 ; 高子梅
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蘋果文
庫 ; 134)(大衛威廉幽默成長小說 ;
12) .-- ISBN 978-986-5582-47-0 (平裝)
NT$350
873.596

伊索寓言(典藏版) / 伊索文 .-- 新北
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3 .-- 冊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00-12-2 (第 1 冊:精裝) NT$180 .- ISBN 978-986-5500-13-9 (第 2 冊:精
裝) NT$180
871.36

黑神駒 / 安娜.史威爾(Anna Sewell)著 ;
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88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487-56-5 (平
裝)
873.596

失蹤少女調查報告 / 荷莉.傑克森
(Holly Jackson)著 ; 簡秀如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Hit
暢小說 ; 103) .-- ISBN 978-986-344944-7 (平裝) NT$399
873.57

魯賓遜漂流記 / 丹尼爾.笛福著 .-- 新
北市 :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160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典世界名著 ;
37) .-- ISBN 978-986-99075-9-0 (平裝)
NT$320
873.596

曼 斯菲 爾德 莊園 / 珍. 奧斯汀(Jane
Austen)著 ; 高子梅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
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8
面; 21 公分 .-- (典藏經典 ; 35) .-- ISBN
978-986-178-537-0 (平裝) NT$390
873.57
榆樹下的骷髏 / 塔娜.法蘭琪(Tana
French)著 ; 穆卓芸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臉譜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小說
選 ; FR6574) .-- ISBN 978-986-235-9297 (平裝) NT$450
873.57
搖擺時代 / 莎娣.史密斯(Zadie Smith)
著 ; 黃意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448 面; 20 公分 .-- (to ; 123) .-- ISBN
978-986-5549-85-5 (平裝) NT$450
873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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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. 三, 暗影之
蔽 / 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約翰‧
韋伯(Johannes Wiebel)繪 ; 郭庭瑄譯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2-43-2 (平裝) NT$250
873.596
機器男孩 / 帕德拉格.肯尼(Pádraig
Kenny)著 ; 王心瑩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少年天下
系列 ; 70) .-- ISBN 978-957-503-975-2
(平裝) NT$380
873.596
*叢林奇談 : 迪士尼<<森林王子>>原
著.孩子最難忘的動物文學經典 / 魯
德亞德.吉卜林(Rudyard Kipling)著 ;
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
化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288 面; 20
公分 .-- 收錄 1894 年出版手繪插圖 41
幅 .-- ISBN 978-957-0487-52-7 (平裝)
873.596

小寶貝,媽媽永遠陪著你長大 / 莎拉.
諾柏(Sarah Noble)著 ; 李貞慧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銀河文化, 11004 .-- 32
面; 27 公分 .-- (銀河學 ; 12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99550-6-5 (精裝)
NT$320
873.599

大亨小傳 / 史考特.費茲傑羅(F. Scott
Fitzgerald)著 ; 王聖棻譯 .-- 二版 .-- 臺
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典藏經典 ; 54) .-ISBN 978-986-178-539-4 ( 平 裝 )
NT$250
874.57

我才沒有壞脾氣! / 史蒂夫.史摩門
(Steve Smallman)作 ; 卡洛琳.佩德勒
(Caroline Pedler)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
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80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71-5 (精裝)
NT$320
873.599

什麼荒謬年代 / 凱俐.瑞德(Kiley Reid)
著 ; 葉佳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
寞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0
面; 21 公分 .-- (Cool ; 39) .-- ISBN 978986-99244-2-9 (平裝) NT$400
874.57

別沖水啊! / 瑪莉.普雷特(Marry Platt),
理查.普雷特(Richard Platt)著 ; 約翰.
凱利(John Kelly)繪 ; 張東君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744-3 (精裝)
873.599
你的一切 / 艾瑪.達德(Emma Dodd)文.
圖 ; 李貞慧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5 .-- 24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13-8772-7 (精裝)
873.599
咦,你有看到鱷魚嗎? / 喬尼.蘭伯特
(Jonny Lambert)作.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81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74-6 (精裝)
NT$320
873.599
當你出生的時候 / 艾瑪.達德(Emma
Dodd)文.圖 ; 李貞慧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4 面; 24X24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13-8771-0
(精裝)
873.599
愛唱歌的恐龍 / 茱麗. 巴拉德(Julie
Ballard) 文 ; 法蘭切絲卡. 甘巴泰 沙
(Francesca Gambatesa)圖 ; 謝靜雯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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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6 .-- 32 面; 28X25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99770-9-8 (精裝)
873.599

白鯨記 / 赫曼.梅爾維爾著 ; 馬永波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88 面;
21 公分 .-- (愛經典 ; 49) .-- ISBN 978957-13-8776-5 (精裝) NT$599
874.57
羊男的迷宮 / 吉勒摩.戴托羅, 柯奈莉
亞.馮克作 ; 呂玉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4874 種)(Choice ; 343) .-- ISBN 978957-33-3712-6 (平裝)
874.57
后 翼 棄 兵 / 沃 爾 特 . 特 維 斯 (Walter
Tevis)著 ; 呂玉蟬, 陳芙陽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書 ; 第 4926 種)(Choice ; 342) .-- ISBN
978-957-33-3695-2 (平裝) NT$380
874.57
烏鴉六人組 / Leigh Bardugo 著 ; 林零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冊 .-- (Light) .-- ISBN
978-986-319-552-8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319-553-5 (下
冊 : 平 裝 ) NT$360 .-- ISBN 978-986319-554-2 (全套:平裝) NT$720
874.57
無垠祕典 / 布蘭登.山德森(Brandon
Sanderson)作 ; 段宗忱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,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04 .-- 78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17-7-7 ( 精 裝 )
NT$999
874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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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在字裡行間 / 艾蜜莉.亨利作 ; 黃涓
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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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6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927 (平裝)
874.57
愛我,殺了我 / 珍妮佛.席利爾作 ; 趙
丕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
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64 面;
21 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09) .-- ISBN
978-957-741-334-5 (平裝) NT$399
874.57
銀行家的妻子 / 克里斯蒂娜.艾格作 ;
吳宗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464 面;
21 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08) .-- ISBN
978-957-741-330-7 (平裝) NT$399
874.57
114 歲的新生 : 瑪麗.沃克奶奶的閱讀
之 旅 / 麗 塔 . 蘿 雷 妮 . 赫 伯 德 (Rita
Lorraine Hubbard) 文 字 ; 歐 葛 . 摩 拉
(Oge Mora)繪圖 ; 劉清彥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iREAD 愛
閱讀) .-- ISBN 978-957-14-7168-6 (精
裝)
874.596
小矮人的復仇 / R.L.史坦恩(R.L.Stine)
著 ; 連婉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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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雞皮疙瘩
系列 ; 44) .-- ISBN 978-986-5482-64-0
(平裝) NT$250
874.596
木偶新娘 / R.L.史坦恩(R.L.Stine)著 ;
向小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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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176 面; 21 公分 .-- (雞皮疙瘩系列 ;
45) .-- ISBN 978-986-5482-81-7 (平裝)
NT$250
874.596
先左腳,再右腳 / 湯米.狄波拉(Tomie
dePaola)文.圖 ; 柯倩華翻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8 面; 23X23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440-385-1 (精裝)
874.596

在登山的路上 / 艾莉森.法雷爾
(Alison Farrell)文.圖 ; 羅吉希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(Exploring ; 5) .-- ISBN 978986-5505-60-8 (精裝) NT$350
874.596
芒果貓 / 溫蒂.梅斯著 ; 林劭貞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66-41-8 ( 平 裝 )
NT$320
874.596
阿 柑 的 信 / 莎 拉 . 潘 尼 培 克 (Sara
Pennypacker) 作 ; 瑪拉. 弗拉季(Mara
Frazee)繪 ; 鄒嘉容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(金獎小說
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338-395-6 (精
裝) NT$260
874.596
迪士尼樂讀童年. 3, 美女與野獸 : 貝
兒 的 怪 奇 老 屋 / 泰 莎 . 羅 爾 (Tessa
Roehl)作 ;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
繪 ; 蔡文婷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33-3 (平裝)
NT$320
874.596
哈克大探險記 / 馬克.吐溫作 ; 史偉志
譯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27-415-4 ( 平 裝 )
NT$380
874.596
湯姆小偵探記 / 馬克.吐溫作 ; 史偉志
譯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27-413-0 ( 平 裝 )
NT$220
874.596
湯姆熱氣球旅記 / 馬克.吐溫作 ; 史偉
志譯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2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27-414-7 ( 平 裝 )
NT$250
874.596
*葛瑞的囧日記. 10, 不插電挑戰 / 傑
夫.肯尼(Jeff Kinney)著 ; 陳信宏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384 面; 22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525-097-3 (平裝) NT$380
874.596
撒 種 人 / 保 羅 . 佛 萊 希 曼 (Paul
Fleischman)作 ; 紅膠囊繪 ; 李毓昭
譯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176 面; 20 公分 .-- (愛
藏本 ; 108) .-- ISBN 978-986-5582-48-7
(平裝) NT$199
874.596
親愛的漢修先生 / 貝芙莉.克萊瑞
(Beverly Cleary)作 ; 保羅.歐.傑林斯基
(Paul O. Zelinsky)繪 ; 柯倩華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(金獎小說系列) .-- ISBN 978-986338-391-8 (精裝) NT$260
874.596
選擇 : 一名女水手的自白 / 艾非著 ;
徐詩思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44-9 (平
裝)
874.596
小瓢蟲聽到大祕密 / 朱莉亞.唐納森
作 ; 莉迪亞.蒙克斯繪 ; 曾宇真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- (童心園系
列 ; 130-131)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照 .-ISBN 978-986-507-375-6 (全套:精裝)
874.599
世界喜歡這樣的你 / 喬安娜.蓋恩斯
(Joanna Gaines)文 ; 朱利安娜.史旺尼
(Julianna Swaney)圖 ; 陳采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072-8 (精裝)
NT$350
874.599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27-7 (精裝)
NT$450
874.599
因為她,我愛看書 / 海瑟漢森(Heather
Henson)文 ; 大衛司摩(David Small)圖 ;
陳郁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
27 公分 .-- ( ; 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ISBN 978-986-5576-21-9 ( 精 裝 )
NT$300
874.599
我們的星期六 / 歐葛.摩拉(Oge Mora)
文.圖 ; 宋珮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5 .-- 40 面; 26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28-4 (精裝) NT$350
874.599
玩具總動員 : 驚恐冒險 / 愛波.喬登
(Apple Jordan) 作 ; 愛 倫 . 貝 森 (Alan
Batson), 蘿莉.泰明斯基(Lori Tyminski)
插畫 ; Sabrina Lia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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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2 .-ISBN 978-957-10-9862-3 (精裝)
874.599
勇敢傳說 : 媽媽的愛 / 瑪莉莎.拉岡涅
羅(Melissa Lagonegro)作 ; 瑪莉亞.伊
蓮 娜 . 納 吉 , IBOIX 工 作 室 插 畫 ;
Sabrina Lia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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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
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2 .-- ISBN 978957-10-9863-0 (精裝)
874.599

好忙好忙的小鎮 / 理察.斯凱瑞
(Richard Scarry)文.圖 ; 陳雅茜譯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72 面; 31 公
分 .-- (生活館 ; BKG047A) .-- ISBN
978-986-525-126-0 (精裝) NT$450
874.599

彩虹小馬. 8, 水晶心之吻 / 塔盧拉.梅
(Tallulah May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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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1-001-7 (精裝)
874.599

好忙好忙的車子 / 理察.斯凱瑞
(Richard Scarry)文.圖 ; 江坤山譯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76 面; 31 公

* 少 年 維 特 的 煩 惱 / 歌 德 (Johann
Wolfgang von Goethe)作 ; 管中琪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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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發行, 11003 .-- 288 面; 19 公分 .- (GA ; 28) .-- ISBN 978-986-384-494-5
(精裝) NT$320
875.57
紅杏出牆 / 左拉(Émile Zola)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6-798-3 (平裝)
876.57
星期天被遺忘的人 / 瓦萊莉. 貝涵
(Valérie Perrin)著 ; 黃聖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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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2-72-5 ( 平 裝 )
NT$350
876.57
記憶幽徑 / 派屈克.蒙迪安諾(Patrick
Modiano)著 ; 林德祐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98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文學 ;
28) .-- ISBN 978-986-06318-1-4 (精裝)
NT$300
876.57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01-6-7 ( 精 裝 )
NT$800
876.596
天 空 / 西 比 爾 . 德 拉 克 羅瓦 (Sibylle
Delacroix)文.圖 ; 陳思瑋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05-6-1 (精裝)
876.599
我不吃手手了 / Alice Brière-Haquet
著 ; Amélie Graux 繪 ; 戴以禮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2603-4-3 (精裝)
876.599
這是我的樹 / 奧利維耶.塔列克
(Olivier Tallec)文.圖 ; 宋珮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4 .-32 面; 29 公分 .-- (生命花園 ; 48) .-ISBN 978-986-400-343-3 (精裝)
876.599

瘟疫 / 阿爾貝.卡繆(Albert Camus)著 ;
吳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典藏經典 ; 132) .-- ISBN 978986-178-540-0 (平裝) NT$260
876.57

誰來抱抱小依? / 安德蕾.普蘭(Andrée
Poulin) 文 ; 馬 帝 歐 . 朗 彭 (Mathieu
Lampron)圖 ; 黃潘蘭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
關懷機構, 11004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57-727-593-6 (精裝)
876.599

變臉人 / 馬歇爾.埃梅(Marcel Aymé)
著 ; 陳文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70-4 (平裝) NT$360
876.57

摩登音樂劇 : 小紅帽 / Marine Arnould
作 ; Ronan Badel 插畫 ; 李旻諭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28-73-7 (精裝)
876.599

仙子先生 / 莫嘉.德卡迪耶(Morgane
de Cadier)文 ; 弗羅希安.皮傑(Florian
Pigé)圖 ; 尉遲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0
面; 24X24 公分 .-- (iREAD 愛閱讀) .-ISBN 978-957-14-7170-9 (精裝)
876.596

摩 登 音 樂 劇 : 三 隻 小 豬 / Marine
Arnould 作 ; Oliver Tallec 插畫 ; 李旻
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0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28-70-6 (精裝)
876.599

我,最勇敢 / 克羅德杜柏(Claude K.
Dubois)文.圖 ; 賴羽青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6-20-2 (精裝) NT$280
876.596
幽靈之愛在烽火連天時 / 尼古拉.德
魁西(Nicolas de Crécy)作 ; 陳太乙譯 .-
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 面; 21 公分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28-74-4 (精
裝)
876.599
摩 登 音 樂 劇 : 森 林 王 子 / Marine
Arnould 作 ; Benjamin Chaud 插畫 ; 李
旻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 面; 21 公分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28-72-0 (精
裝)
876.599
好棒的驚喜! / 加布里埃.克里瑪
(Gabriele Clima)文 ; 安涅絲.芭露吉
(Agnese Baruzzi)圖 ; 李紫蓉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8 面; 20X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40-387-5 (精裝)
877.599
好想睡啊! / 加布里埃.克里瑪
(Gabriele Clima)文 ; 安涅絲.芭露吉
(Agnese Baruzzi)圖 ; 李紫蓉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8 面; 20X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40-386-8 (精裝)
877.599
食物哪裡來? : 美食旅行團出發! / 亞
哥斯提諾.特萊尼(Agostino Traini)文.
圖 ; 亞比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
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8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134-5 (精裝) NT$380
877.599
嚇我一大跳! / 加布里埃.克里瑪
(Gabriele Clima)文 ; 安涅絲.芭露吉
(Agnese Baruzzi)圖 ; 李紫蓉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8 面; 20X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0-388-2 (精裝)
877.599

摩登音樂劇 : 阿拉丁 / Marine Arnould
作 ; Aurélie Guillerey 插畫 ; 李旻諭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0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28-71-3 (精裝)
876.599

讓我們學會說再見 / 喬治沃貝
(Giorgio Volpe)文字 ; 保羅波易耶堤
(Parlo Proietti)圖畫 ; 葉姿吟中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十字書屋出版 ; [臺
北市] : 財團法人玉溪有容教育基金
會發行, 11004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98-0-3 ( 精 裝 )
NT$350
877.599

摩登音樂劇 : 穿靴子的貓 / Marine
Arnould 作 ; Roland Garrigue 插畫 ; 李
旻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洲、大洋洲文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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欽差大臣 / 果戈里著 ; 江慧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
語文學系, 11003 .-- 281 面; 21 公分 .- (俄國戲劇系列) .-- ISBN 978-98698602-6-0 (平裝) NT$250
880.55
熊 / 契訶夫著 ; 江慧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
學系, 11003 .-- 58 面; 21 公分 .-- (俄國
戲劇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98602-7-7
(平裝) NT$100
880.55
葉甫蓋尼.奧涅金 / 亞歷山大.謝爾蓋
耶維奇.普希金(Алекса́нд
р Серге́евич Пу́шк
и)作 ; 宋雲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4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01-7-4 (精裝) NT$800
880.57
狼與守夜人 / 尼可拉斯.納歐達
(Niklas Natt och Dag)作 ; 廖素珊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, 城邦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4 .-- 41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66-9-5 (平裝)
NT$450
881.357
童話夢工場 : 天鵝公主與醜小鴨 / 安
徒生原著 ; 耿啟文作 ; 貓十字繪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(童話
夢工場 ; 7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21-469-2 (平裝) NT$250
881.5596
爸爸, 牽手嗎? / 費爾德肯卜(Tjibbe
Veldkamp)文 ; 托爾普(Wouter Tulp)圖 ;
郭騰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 面;
29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
978-986-5576-18-9 (精裝) NT$300
881.6599
相遇 / 米蘭.昆德拉(Milan Kundera)著 ;
尉遲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
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42 種)(米蘭.
昆德拉全集 ; 15) .-- ISBN 978-957-333718-8 (平裝)
882.457

米米和莎莎. 2, 美好的假日 / 卡科萊
娜, 莫拉科娃, 莎曼拉作 ; 卡科萊娜,
波適馬, 伊白絲繪 ; 梁晨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174 面; 18X20 公分 .-- (世
界 文 學 ) .-- ISBN 978-986-99149-9-4
(平裝) NT$380
882.6596
烈火荒原 / 克里斯.漢默著 ; 黃彥霖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44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892-3 (平
裝) NT$380
887.157
艾拉與大海 / 蓮恩.坦納(Lian Tanner)
文 ; 強納森.賓利(Jonathan Bentley)圖 ;
劉清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
版社, 11005 .-- 36 面; 27X27 公分 .-(生命花園 ; 49) .-- ISBN 978-986-400342-6 (精裝)
887.1599

新聞學
*民國時期報業史料. 上海篇 =
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hanghai
newspapers 1912-1949 / 高郁雅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冊 .-- (民國史料 ;
48-49) .-- ISBN 978-986-5578-09-1 (第
1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5578-10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350
1.新聞業 2.民國史 3.上海市
890.9208
造假新聞 : 他是新聞金童還是謊言
專家?德國<<明鏡週刊>>的杜撰醜聞
與危機! / 胡安.莫雷諾(Juan Moreno)
著 ; 黃慧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
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53310-1 (平裝) NT$430
1.雷洛提烏斯（Relotius, Claas） 2.新
聞學 3.新聞倫理 4.德國 899.943

藝術類
總論
模仿藝術與形式的合目的性 =
Mimetic art and formal purposiveness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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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子龍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寸田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84-0-0 (平裝)
1.藝術哲學 901.1
藝術,原來要這樣看!10 個口訣,秒懂
藝術大師內心戲 / 奧森.沃德(Ossian
Ward)作 ; 田立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See ; 32) .- ISBN 978-957-9057-83-7 ( 平 裝 )
NT$420
1.藝術評論 2.藝術欣賞 901.2
名畫的動作 / 宮下規久朗著 ; 楊明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
播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70 面; 20 公
分 .-- (Essential ; YY0926) .-- ISBN 978986-99687-6-8 (平裝) NT$360
1.藝術解剖學 2.人體畫 901.3
Ebru 藝術表達卡 : 結合藝術、色彩
與人生探討的正能量指引 44 種覺察
無限可能的視覺心像練習 / 蔡美玲,
張蓓玲, 鄭任佑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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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12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49-8 (平裝)
NT$1680
1.藝術心理學 2.視覺藝術 901.4
華人新聞界藝術創作暨兩岸名家邀
請 聯 展 . 2021 = The album of 2021
Chinese press art exhibition & the
invitation exhibition of co-straits artists,
Taipei / 喻文芳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中華新聞記者協會, 11004 .-152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403-0-4 (平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
2021 非凡南方 : 淺意識的擬態 / 張國
信, 郭懷升, 何忠術編輯 .-- 臺南市 :
臺灣南方藝術聯盟, 11004 .-- 104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7364-67 (平裝) NT$10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50 風華 : 華岡博物館 50 週年館慶 =
50 years of glory : 50th anniversary of the
Hwa Kang Museum / 劉梅琴主編 .-- 臺
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,
11004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(華岡博物
館.珍藏選輯 ; 23) .-- ISBN 978-98695644-9-6 (平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
一場掙扎的描述 : 國立清華大學藝
術與設計學系 21 級創作組專刊 =
Depiction of an inner struggle :
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21 / 國立
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21 級創作
組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清華大學
藝術與設計學系, 11004 .-- 176 面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34-04 (精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心之所向 : 臺北市各級學校美術班
學生聯合展覽作品集. 109 學年度 =
The exhibition of art students' works in
Taipei city school / 劉桂光主編 .-- 臺
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, 11004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460-8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如是 : 許文融創作專輯 = A collection
of creative artwork by Hsu Wen-jung / 許
文融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
局, 11004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8-74-4 ( 平 裝 )
NT$3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全 國學 生美術 比賽 優勝作品 專輯 .
109 學 年 度 = National Student Art
Competition / 陳慧娟總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,
11005 .-- 416 面; 25X26 公分 .-- (南海
藝 教 叢 書 ; 178) .-- ISBN 978-9860700-05-3 (平裝) NT$4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彌屾談 :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
作 與 設 計 系 材 質 藝 術 祭 . 2020 =
Material Art Festival. 2020 : Mi Shen
Tan /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
設計系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
臺南藝 術大學 材質 創作與 設計系 ,
11003 .-- 1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425-3-2 (平裝) NT$45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國立嘉義大學藝文展覽活動. 一一 0
年度 : 金系列藝文特展作品專輯 / 簡
銘山, 徐照盛, 陳冠宏, 賴錦源, 蔡典
成, 蔡曜安創作 .-- 第一版 .-- 嘉義市 :
國立嘉義大學, 11004 .-- 72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0-6-4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帶原者 : 國立苑裡高中美術班畢業
美展專刊. 第 18 屆 = National Yuan-li

Senior High School 18th session art
gifted class graduate exhibition / 國立苑
裡高中第十八屆美術班全體編輯設
計 .-- 苗栗縣苑裡鎮 : 國立苑裡高級
中學, 11003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1-25-7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搖 滾 山 水 = Rocking and rolling
mountain and river / 楊柏林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九十九度藝術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240 面; 29X2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976-4-1 (精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*璀璨 : 沈國平 X 陳招英七老八十作
品集 / 沈國平, 陳招英著作 .-- 新北市 :
獅嶺畫室, 11004 .-- 72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955-1-0 ( 平 裝 )
NT$4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諸 羅 九 面 相 創 作 展 . 2021 = Chuio
Sman Nine-Face Oil-Painting Exhibition
/ 黃照芳, 葉茂雄, 陳政宏, 李伯男, 何
國文, 鄭建昌, 戴明德, 王德合, 謝其
昌[作] .-- 嘉義市 : 葉茂雄, 11004 .-- 60
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40-3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情時代 : 桃園市美術家邀請展.
2021 = The art era : Taoyuan artists
invitation exhibition / 徐慧君執行 編
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
化局, 11003 .-- 312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3-43-4 ( 平 裝 )
NT$10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術樂章 = Music chapter of art / 黃明
志作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亞洲
藝術學會, 11004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1612-6-8 ( 精 裝 )
NT$12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魔法學園 : 華盛頓雙語小學美學創
藝班畢業展作品集. 109 學年度 =
Magic academy : WES 2021 art
department student portfolio / 陳淑雲,
蕭伃真編輯製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
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, 11004 .-- 192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779-5-6 (精
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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囈語旮旯 = Murmur in the corner / 張
綺殷主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立龍津
高級中等學校, 11005 .-- 9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69-0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近 山 : 何 以 為 界 = Immersing in
mountains : dissolving the boundaries /
黃翔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
鎮 : 財團法人毓繡文化基金會, 毓繡
美術館, 11003 .-- 88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344-6-2 ( 精 裝 )
NT$700
1.藝術展覽 2.作品集 906.6
無處不在的幽靈 : 陶亞倫個展 =
Ubiquitous Ghosts : Tao Ya-Lun Solo
Exhibition / 駱麗真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
會臺北當代藝術館, 11003 .-- 144 面;
18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66-72 (精裝) NT$750
1.數位藝術 2.現代藝術 3.藝術展覽
906.6
One Piece Museum 百 聞 . 不 如 「 一
件」 : 典藏的未來性 = The future of
collection / 林曼麗總策劃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MoNTUE
北師美術館, 11004 .-- 30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55-8-7 (平裝)
NT$680
1.北師美術館 2.美術館教育 906.8
在美術館裡逛一天 / 妮雅.古德文.圖 ;
熊思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
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57-85-1 (精
裝) NT$320
1.美術館 2.繪本 906.8
進步時代 : 臺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 =
Vanguards of an emerging identity : a
century of artistic power at the Taiwan
cultural association in Taichung / 黃舒屏
主編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
11004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319-6 (平裝)
1.臺灣文化協會 2.中央書局 3.美術
史 4.臺灣 909.33
情色美術史 : 解讀西洋名畫中的情
與慾 / 池上英洋作 ; 林佩瑾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72 面; 20 公
分 .-- (Hello Design ; 56) .-- ISBN 978957-13-8801-4 (平裝) NT$400

1.美術史 2.情色藝術 3.歐洲

909.4

殘酷美術史 : 解讀西洋名畫中的血
腥與暴力 / 池上英洋著 ; 柯依芸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0 公
分 .-- (Hello design ; 57) .-- ISBN 978957-13-8819-9 (平裝) NT$400
1.美術史 2.歐洲 909.4
李可染 / 晶美術館策展團隊執行編
輯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創新文化基
金會, 11004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(華
人百年巨匠系列) .-- ISBN 978-98686300-4-8 (平裝) NT$900
1.李可染 2.傳記 3.書畫 4.作品集
909.886
*溫德斯談藝術 : 塞尚的畫素與觀看
藝 術 家 的 眼 光 / 文 . 溫 德 斯 (Wim
Wenders)著 ; 趙崇任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40 面; 20 公分 .-- (TONE ;
37) .-- ISBN 978-986-5549-75-6 (精裝)
NT$480
1.藝術 2.藝術家 3.藝術評論 909.9
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: 進畫論. 六
部曲, 32 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
與生平推介 / 王福東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004 .-- 264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62-0 (平
裝) NT$350
1.藝術家 2.臺灣傳記 3.藝術評論
909.933
疆界跨越與文化認同 : 謝景蘭之藝
術 生 涯
= Border crossings :
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art of
Lalan / 張曉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藝術家出版社, 11004 .-- 17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82-272-2 (平裝)
NT$600
1.謝景蘭 2.藝術家 3.傳記 4.法國
909.942

音樂
我的小小音樂世界 : 音樂帶我漫步
巴黎 / 艾蜜莉.柯列作 ; 瑟薇琳.葛提
耶繪圖 ; 李旻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 面;
16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8-768 (精裝)
1.音樂欣賞 2.繪本 910.38

重建臺灣音樂史. 2020 : 臺灣音樂史
研究回顧與發展願景 / 王微儂, 吳佩
珊, 周久渝, 李秀琴, 林忻叡, 施德玉,
陳堅銘, 黃馨瑩, 楊嘉維, 劉馬利, 簡
昱穎, 羅芳偉, Samuel Mund 作 ; 顏綠
芬主編 .-- 新北市 : 文化部, 11003 .-38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315-8 (平裝) NT$400
1.音樂史 2.文集 3.臺灣 910.933
今朝國粹更輝煌 : 一代戲曲演奏家
尹崇時老師紀念文集 / 邱靖雄作 .-臺北市 : 橋樑文化工作室, 11005 .-156 面; 21 公分 .-- (家族史 ; 6) .-- ISBN
978-986-06280-0-5 (平裝) NT$500
1.尹崇時 2.戲曲 3.音樂家 4.臺灣傳
記 910.9933
聽見影像.看見史擷詠 : 史擷詠逝世
十 週 年 紀 念 特 展 = Living with the
scores : in memory of Gerald Shih and
his screen music / 王小棣, 史依理, 史
鎧瑜, 吳庭毓, 李行, 李欣芸, 徐家駒,
郭星妤, 陳依婷, 曾月珍, 曾芷筠, 曾
鎧維, 楊錦聰, 劉更始, 藍祖蔚受訪 ;
陳峙維編譯 .-- 宜蘭縣五結鄉 : 國立
傳統藝術中心, 11003 .-- 12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18-9 (平裝)
NT$300
1.史擷詠 2.音樂家 3.臺灣傳記
910.9933
編曲是什麼 / 李艾璇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沐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25-3-9 (平裝) NT$300
1.編曲 911.76
詞言心聲 : 華語流行歌詞研究 / 林宏
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
局有限公司, 11003 .-- 2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51-0 (平裝)
NT$450
1.流行音樂 2.音樂創作 3.文集
913.6033
神童之父提琴教學之根本探索 / 李
奧帕德.莫札特(Leopold Mozart)著 ; 葉
綠娜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70-4 (平
裝) NT$600
1.小提琴 2.音樂教學法 916.105
流行豆芽譜 / 姚逸軒編輯 .-- 高雄市 :
卓著出版社出版 : 卓著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128 面; 31 公
86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77-4-6 (第 97
冊:平裝)
1.鋼琴 2.樂譜 3.流行歌曲 4.音樂教
學法 917.105
流行豆芽譜精選 / 姚逸軒編輯 .-- 高
雄市 : 卓著出版社出版 : 卓著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3 .-- 176 面; 3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77-5-3 (第 19
冊:平裝)
1.鋼琴 2.樂譜 3.流行歌曲 4.音樂教
學法 917.105
Mixcraft 數位成音國際認證 Mixcraft
certified associate program 官方用書 /
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749-0 (平裝) NT$380
1.電腦音樂 2.音效 3.電腦軟體
917.7029
薩克斯風演奏不能說的祕密. 初階篇
/ 法藍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張凱
竣, 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65-9 (平裝) NT$800
1.薩克斯風 918.3

建築
藝居-家的進行式 : 臺北市社宅公共
藝術計畫 = Living humanity : the public
art project of "Living humanity" for
Taipei City public housing / 熊鵬翥計
畫主持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
府都市發展局, 11003 .-- 236 面; 24 公
分 .-- (臺北市政府社會住宅公共藝術
作品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5464-61-5
(平裝) NT$350
1.公共藝術 2.都市計畫 3.住宅政策
4.臺北市 920
TDIS Book. Vol.2 /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編輯製
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交通
大學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,
11006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雙年刊 .-ISBN 978-986-06383-0-1 (精裝)
1.建築美術設計 2.作品集 920.25
*微細觀身 / 包涵宥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,
11003 .-- 120 面; 30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29-403-7 (平裝)
1.建築藝術 2.教學研究 3.文集
920.7

傳統建築裝飾位置 / 王慶臺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王慶臺, 11003 .-- 33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496 (精裝) NT$4000
1.建築藝術 2.裝飾藝術 3.中國
921.7
解讀東南亞建築 : 成大建築所課程
期末文章集 = Reading Southeast Asian
Architecture : Sep 2020－Jan 2021 / 鄭
庭婷, 陳羿彣, 金孜耘, 施孟彤, 林佑
蓁, 周黃冠穎, 陳鈺浩, 黃追日, 連佳
棋, 許協誌, 郭立怡, 陳彥伯, 黃廉凱,
張復堯, 朱弘煜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黃追日, 11004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718-2 (平裝)
1.建築 2.建築藝術 3.文集 4.東南亞
923.3807
建築的七盞明燈 / 約翰.羅斯金(John
Ruskin)著 ; 谷意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04-6 (平裝) NT$420
1.哥德式建築 923.4025
北歐建築的自然生活提案 / 謝宗哲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86-0-8 (平裝) NT$460
1.建築 2.建築美術設計 3.北歐
923.47
英國住宅設計手帖 : 風格演變 x 格局
規劃 x 生活型態,完整掌握英倫宅魅
力! / 山田佳世子著 ; 蕭辰倢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764-1 (平裝)
1.房屋建築 2.室內設計 3.居住風俗
928.41

雕塑
百佛造像印集. 二 / 拾得法師著 .-- 南
投縣埔里鎮 : 法如精舍, 11004 .-- 17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1970-77 (第 2 冊:平裝)
1.印譜 2.佛像 931.7
鏤透迎春暖 / 施鎮洋作 .-- 彰化縣鹿
港鎮 : 施鎮洋, 11003 .-- 12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61-1 (平裝)
NT$600
1.木雕 2.教學研究 933

「黑白.日常」黃坤伯版畫創作論述
= "The monochrome & daily" creation
discourse
of
printmaking
by
Huang,Kuen-Po / 黃坤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東市 :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
業學系, 11003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74-9-0 ( 平 裝 )
NT$400
1.版畫 2.畫冊 3.畫論 937

人中國書道傳習學會, 11005 .-- 208 面;
37 公分 .-- (中國書道傳習彙編 ; 12) .- ISBN 978-986-06387-1-4 (精裝)
1.書法 2.書法美學 942.18

書畫

<<論經書詩、觀海童詩>>導論及寇
培深臨本對照 / 寇培深, 陳欽忠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中國書道
傳習學會, 11005 .-- 112 面; 37 公分 .- (中國書道傳習彙編 ; 1) .-- ISBN 978986-88547-8-9 (精裝)
1.書法 2.書法美學 942.18

鑄 山 人 物 志 : 徐 里 = Zhushan
biographies of artists : Xu Li / 錢陳翔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家出版社,
11004 .-- 2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82-273-9 (平裝) NT$800
1.徐里 2.畫家 3.傳記 940.98

<<蘭亭序、書譜>>導論及寇培深臨
本對照 / 寇培深, 趙建霖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中國書道傳習學
會, 11005 .-- 224 面; 37 公分 .-- (中國
書道傳習彙編 ; 11) .-- ISBN 978-98606387-0-7 (精裝)
1.書法 2.書法美學 942.18

六六信願行 : 拾得書畫篆刻三法印
展作品集. 2021 / 拾得法師作 .-- 彰化
市 :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, 11004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317-2 (平裝) NT$500
1.書畫 2.篆刻 3.作品集 941.5

林立東書法作品集 / 林立東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76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609-0 (平裝)
NT$25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5

四知堂台北. 二 0 二 0 : 楊思勝書畫 =
Sesin Jong's ink paitings and calligraphy,
Taipei, 2020 / 楊思勝作 .-- 臺北市 : 羲
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 160 面; 3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667-8-4 (精裝)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
書藝饗宴施國華書法展集 / 施國華
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鹿港鎮 : 施國華,
黃琇方, 11004 .-- 120 面; 38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39-7 (精裝)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5

*藝術天地寬 : 張夢陽書畫輯 / 張勝
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聞名畫廊,
11003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3629-1-8 (平裝) NT$9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
寇培深盲後書法作品選集 / 寇培深
撰著 ; 陳宜均整理.導論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社團法人中國書道傳習學會,
11005 .-- 192 面; 37 公分 .-- (中國書道
傳 習 彙 編 ; 10) .-- ISBN 978-98688547-9-6 (精裝)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5

遊墨開門 / 謝季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3-30 (平裝)
1.書法 2.楷書 942.17

嵌喜.心迎 : 羅凡晸詩書創作展 / 羅凡
晸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羅凡晸,
11004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57-4 (平裝) NT$50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5

<<張遷碑、李思訓碑>>導讀及寇培
深臨本對照 / 寇培深, 李秀華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中國書道傳
習學會, 11005 .-- 224 面; 37 公分 .-(中國書道傳習彙編 ; 8) .-- ISBN 978986-88547-7-2 (精裝)
1.書法 2.書法美學 942.18

臺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.
2021 / 黃臺芝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, 11004 .-- 1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11-54 (平裝)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6

<<集字聖教序>>導論及寇培深臨本
對照 / 寇培深撰著 ; 林麗娥, 陳宜均
導論.整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
87

中華文字書 / 劉培相撰書 .-- 初版 .-南投縣水里鄉 : 劉培相, 11004 .-- 96
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689-5 (平裝) NT$860

1.習字範本

943.9

劉培相三體心經書寫範本 / 劉培相
著作編寫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水里鄉 :
劉培相, 11004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687-1 ( 平 裝 )
NT$680
1.習字範本 943.9
劉培相四體部首書寫範本 / 劉培相
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水里鄉 : 劉培相,
11004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86-4 (平裝) NT$520
1.習字範本 943.9
劉培相居家應用聯書寫範本 / 劉培
相著作編寫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水里
鄉 : 劉培相, 11004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692-5 ( 平 裝 )
NT$820
1.習字範本 943.9
劉培相書撰古典詩韻詩四體書寫範
本 / 劉培相著作編寫 .-- 初版 .-- 南投
縣水里鄉 : 劉培相, 11004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93-2 (平
裝) NT$870
1.習字範本 943.9
傳神 : 走進金門袓先畫像 = Living
household gods : into the portraits of
Kinmen residents' ancestors / 李建緯, 廖
伯豪, 賴怡慈, 周明翰作 .-- 初版 .-- 金
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03 .- 129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8-05-7 (平裝) NT$300
1.人物畫 2.畫冊 944.5
墨聲人 : 臺灣高教藝術系所當代水
墨校際聯展專輯. 2021 / 李宗仁策
劃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
大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, 11005 .- 120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18-2-4 (平裝) NT$120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5
生之華 : 高惠芬創作專輯 = A brilliant
life : a collection of creative artwork by
Carol Kao / 高惠芬著作 .-- 雲林縣斗
六市 : 高惠芬, 11004 .-- 108 面; 25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78-9 (平裝)
NT$600
1.水墨畫 2.水彩畫 3.油畫 4.畫冊
945.6
生 之 樂 趣 : 陳 麗 娟 繪 畫 集 = The
pleasures of life : Li-Chuan Chen's album
of paintings / 陳麗娟作 .-- 臺北市 : 陳

麗娟, 11003 .-- 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55-0 (平裝) NT$2000
1.水墨畫 2.膠彩畫 3.畫冊 945.6
阿蘭若.寂靜之地 : 顧文華創作展 =
Aranya : A Quiet Place : Exhibition by
Ku Wen-Hua / 顧文華作 .-- 臺中市 : 臺
中市政 府文化 局葫 蘆墩文 化中心 ,
11003 .-- 76 面; 25X26 公分 .-- (藝術
薪火相傳: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. 第
11 屆) .-- ISBN 978-986-5458-68-3 (平
裝) NT$350
1.膠彩畫 2.畫冊 945.6
記憶維度 : 江心靜當代水墨創作展.
貳 零貳 壹 = Dimension of memory :
2021 Exhibition of Chiang Hsin-Ching's
Contemporary Ink Art / 林存青, 江心靜,
江宛芸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抱
雲齋人文藝術出版社, 11004 .-- 19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3-0-3 (平
裝) NT$1500
1.水墨畫 945.6
臺灣雲豹回來了 : 李賢文彩墨圖文
創作 / 李賢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4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74-1618 (平裝) NT$48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墨染回首 : 當代水墨回顧展 =
Retrospective ink render : contemporary
ink painting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/ 瀰
力村男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巴比頌
畫廊, 11004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2366-2-1 (精裝) NT$200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樂藝耕讀 : 陳士侯創作展 = Joy for art,
cultivation and reading : Chen Shi-Hou
creations exhibition / 陳士侯作 .-- 臺中
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005 .-- 72
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73-7 (精裝) NT$50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用動態線來描繪!栩栩如生的人物角
色插畫 : 詳細解說具有動態感的人
物描繪方法! / 中塚真作 ; 林廷健翻
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9559-86-7 ( 平 裝 )
NT$360
1.繪畫技法 2.人物畫 947.1
如何畫出密秘花園美境 : 喬漢娜.貝
斯福的畫圖技巧教學 / 喬漢娜.貝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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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(Johanna Basford)著 ; 吳琪仁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066-7 ( 平 裝 )
NT$320
1.繪畫技法 947.1
畫出心中所見 / 查爾斯.雷德作 ; 陳琇
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15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1-89-0 (平裝) NT$520
1.繪畫技法 947.1
初學者的練功祕笈 石膏素描繪畫教
室 / 田代聖晃著 ; 楊易安翻譯 .-- 新
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559-84-3 (平裝) NT$450
1.素描 2.繪畫技法 947.16
專屬我的鉛筆素描練習本 : 從基礎
到進階!逐步練習結構、光影、質感、
動態與空間感,一枝筆畫出 70 款實境
寫真 / 趙惠林, 李佾善作 ; 林千惠, 杜
佩瑀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紙印良
品出版社出版 ; 新北市 : 臺灣廣夏有
聲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14 面;
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67-03 (平裝) NT$420
1.素描 2.繪畫技法 947.16
<<霹靂:入陣武林>>全角色典藏畫冊
/ PAPARAYA 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迷走工作坊有限公司, 11006 .-- 9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63-1-3 (平
裝) NT$950
1.人物畫 2.畫冊 947.2
貓星人美術館 / 德斯蒙德 .莫里斯
(Desmond Morris)作 ; 金莉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27-3-7 (平裝) NT$450
1.動物畫 2.貓 3.畫冊 947.33
人魚女孩 / 唐娜.喬.納波里(Donna Jo
Napoli)文 ; 大衛威斯納(David Wiesner)
圖 ; 張政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
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19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17-2 (平裝) NT$520
1.漫畫 947.41
全方位動漫角色素描攻略 / 中村成
一作 ; 陳聖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159 面;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68-0 (平
裝) NT$380
1.漫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947.41
走不出的大腦迷宮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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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X 怪奇偵察隊 ; 3) .-- ISBN
978-986-5588-11-3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屁屁偵探動畫漫畫. 2, 噗噗怪盜 U 的
大作戰 / Troll 原作 ; 張東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(屁屁偵探動畫漫畫 ; 2) .-- ISBN 978957-32-9013-1 (平裝) NT$300
1.漫畫 947.41
究極筋肉!動漫角色肌肉繪製技法 /
中塚真作 ; 洪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127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69-7 (平
裝) NT$350
1.漫畫 2.繪畫技法 947.41
深夜食堂 / 安倍夜郎作 ; 丁世佳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687-7-5 (第 23 冊:平
裝) NT$240
1.漫畫 947.41
開天闢地斧 : 華夏.盤古.古兵器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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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29) .-- ISBN
978-986-5588-12-0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尋龍歷險記. 5, 驚風駭浪的雙翼飛龍
/ 林詩敏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
25 公分 .-- (神祕科學探險隊系列) .-ISBN 978-957-658-532-6 ( 平 裝 )
NT$300
1.漫畫 947.41
異世界萌怪漫畫造型入門 : 不藏私
萌寵漫畫技法教學 / 蔡蕙憶(橘子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 (多彩多藝 ; 6) .-- ISBN 978-957-686806-1 (平裝) NT$320
1.插畫 2.漫畫 3.繪畫技法 947.45

森 山 夢 遊 趣 = Sleep walking in the
mountains / 林俞槿 emma[作]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移動繪本國際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50 面; 22X27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6311-0-4 (精
裝) NT$1200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漫畫新手逆襲. 5, 零基礎漫畫素描入
門 / 噠噠貓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11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70-3 (平裝)
NT$320
1.插畫 2.漫畫 3.人物畫 4.繪畫技法
947.45
諾米作品集 : 貓老闆の路邊攤 / 陳于
峰 Nuomi 作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諾米
插畫有限公司, 11003 .-- 120 面; 23X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0-0-7 (平裝)
NT$550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. 第 28 屆 = The
National Children's Associative Drawing
Contest. 28th / 張大春總編輯 .-- 臺中
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
中心, 11004 .-- 1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8-75-1 (平裝附光碟片)
1.兒童畫 2.畫冊 947.47
河濱公園美人樹花季兒童公益繪畫
比賽作品集. 2020 / 林南昌 Life, 洪啟
文 Kevin, 鄭揚講 Rack, 吳建霖 Jerry
策劃 .-- 彰化縣北斗鎮 : 彰化縣北斗
扶輪社, 11003 .-- 90 面; 25X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66-0-4 (平裝)
1.兒童畫 2.畫冊 947.47
人生晨露藝術千秋. 2021 : 詩韻西畫
學會 16 週年專輯 / 曾淑慧總編輯 .-臺中市 : 詩韻西畫學會, 11003 .-- 60
面 ; 25X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365-0-5 (平裝)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奇美藝術名家選 : 朱利安.杜培 = A
closer look at the artists : Julien Dupré /
王鈺婧, 徐鈺涵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財團法人奇美博物館基金會, 11002 .- 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5944-6-2 (平裝) NT$190
1.西洋畫 2.畫冊 947.5
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專輯. 第 22
屆 / 許有仁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
太保市 : 嘉義縣政府, 11003 .-- 86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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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718 (平裝) NT$200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*菊島懷石情與空間意象繪畫 / 伍芃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伍芃, 11003 .-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681-9 (平裝)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美術班
師生作品專輯 : 夢遊藝境. 110 第三
十八屆 = Artists in wonderland / 戴貝
羽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松山區
民族國民小學, 11003 .-- 180 面; 25X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4-59-2 (精裝)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采心集 : 色鉛筆彩繪班 / 國際扶輪
3521 地區眷屬聯誼會作 .-- 臺北市 :
致出版, 11004 .-- 60 面; 21X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73-13-3 (平裝)
1.鉛筆畫 2.繪畫 3.畫冊 948.2
水彩風景速寫繪畫課 : 顧兆仁旅繪
台灣技法教學 / 顧兆仁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(Taiwan creations ;
7) .-- ISBN 978-986-336-412-2 (平裝)
NT$540
1.水彩畫 2.風景畫 3.繪畫技法
948.4
心靈之光 : 許美月油畫創作集 =
Spiritual light : Hsu Mei-Yueh exhibition
/ 許 美 月 作 .-- 臺 中 市 : 許 美 月 ,
11004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55-7 (平裝) NT$8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賴 純 純 : 燦 光 仙 境 = Jun T. Lai :
splendent light in paradise / 賴純純作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月臨畫廊, 11004 .- 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521-5-5 (平裝)
1.複合媒材繪畫 2.油畫 3.畫冊
948.5
凝聚情感的筆調 : 張炳南油畫展 =
The emotive brush : oil painting by
Chang Ping-Nan /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
總局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價
文教基金會, 11004 .-- 72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566-69-8 (平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藍色覺思 : 一個法官的生活美學創
作 = The azure reflection : a judge's
aesthetic view of life / 郭豫珍作 .-- 新

北市 : 郭豫珍, 11004 .-- 1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63-5 (精裝)
NT$20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羅曼世界 : 許武勇百歲紀念回顧展 /
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,
11004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57-9566-70-4 (平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COPIC 麥克筆渲染 手繪細膩靚圖質
感 / 綠華野菜子作 ; 蘇聖翔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392-7-0 ( 平 裝 )
NT$420
1.繪畫技法 948.9

攝影；電腦藝術
模糊的歷史 / 烏利西(Wolfgang Ullrich)
著 ; 胡育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
行出版, 11004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- (A
Series ; 2) .-- ISBN 978-986-98347-2-8
(平裝) NT$400
1.攝影 2.視覺理論 950.1
青山裕企妄攝私塾 : 偶像系女孩打
造法 / 青山裕企作 ; 黃詩婷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1-486-6 ( 平 裝 )
NT$550
1.攝影技術 2.人像攝影 952
*黑暗之光 : 臺灣國際光影藝術節. 二
0 二 一 = Silver lining : Taiwan
international light festival 2021 / 黃舒屏
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灣
美術館, 11003 .-- 171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314-1 ( 平 裝 )
NT$500
1.數位藝術 2.高科技藝術 956
四 季如 荷 = Lotus reincarnating over
seasons / 吳景騰攝影 ; 歐銀釧詩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4 .-- 260
面; 21X23 公分 .-- (新銳藝術 ; 43)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34-0 (平
裝) NT$880
1.植物攝影 2.攝影集 957.3
台灣百合之美 : 蕭瀟雨攝影集 =
Taiwan lily photography collection / 蕭
瀟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蕭煌麟,

11004 .-- 10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79-6 (精裝) NT$800
1.植物攝影 2.攝影集 957.3

ISBN 978-986-5434-27-4 ( 精 裝 )
NT$500
1.人文地理 2.攝影集 957.9

歐派貓. 第 2 彈 / 青山裕企作 ; 闕韻
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4 .-- 96 面 ;
18X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835 (平裝) NT$520
1.動物攝影 2.攝影集 957.4

一鏡到底 中港溪的流光溢影 = Hakka
memory of the Zhonggang River / 徐彩
雲主編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
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 11004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34-28-1 (全套:
精裝) NT$2000
1.人文地理 2.攝影集 957.9

歐派貓 / 青山裕企作 ; 闕韻哲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 18X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1-482-8 ( 平 裝 )
NT$520
1.動物攝影 2.攝影集 957.4

台北.夜.店 / 許人杰圖.文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4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(釀旅人 ; 51) .-- ISBN 978-986445-456-3 (平裝) NT$460
1.攝影集 957.9

台女 = Tai-niu / 登曼波, 林建文攝影 ;
李昭融文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
面; 20 公分 .-- (Catch ; 270) .-- ISBN
978-986-5549-80-0 (精裝) NT$650
1.攝影集 2.人像攝影 3.女性 957.5

存在的 = Existent / 聞海文.攝影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915-5-1 ( 平 裝 )
NT$550
1.攝影集 958.2

一鏡到底 中港溪的流光溢影. 1, 玉光
照 相 館 = Hakka memory of the
Zhonggang River / 徐彩雲主編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
家文化發展中心, 11004 .-- 180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243 (精裝) NT$500
1.人文地理 2.攝影集 957.9

*58 年鑑 : Taiwan photography annual
2021 / 台灣攝影學會策劃著作 .-- 新
北市 : 天釩廣告設計有限公司,
11003 .-- 20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3825-7-1 (精裝) NT$1500
1.攝影集 958.33

一鏡到底 中港溪的流光溢影. 2, 南美
照 相 館 = Hakka memory of the
Zhonggang River / 徐彩雲主編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
家文化發展中心, 11004 .-- 180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250 (精裝) NT$500
1.人文地理 2.攝影集 957.9
一鏡到底 中港溪的流光溢影. 3, 珊瑚
照 相 館 = Hakka memory of the
Zhonggang River / 徐彩雲主編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
家文化發展中心, 11004 .-- 180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267 (精裝) NT$500
1.人文地理 2.攝影集 957.9
一鏡到底 中港溪的流光溢影. 4, 林照
相館 = Hakka memory of the Zhonggang
River / 徐彩雲主編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
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
中心, 11004 .-- 180 面; 21X30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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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像之後 : 湯瑪斯.魯夫 1989-2020 攝
影作品展 = Thomas Ruff : afterimages
－WORKS 1989-2020 / 梁晋誌總編
輯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03 .-- 217 面; 30X30 公分 .-- 中英
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2-312-7 (平裝)
NT$1200
1.攝影集 2.文集 958.33
攝世味深 / 楊朝祥攝影 ; 唐靜芬文
稿 .-- 宜 蘭 縣 礁 溪 鄉 : 佛 光 大 學 ,
11005 .-- 144 面; 19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629-5-6 (平裝) NT$300
1.攝影集 958.33

工藝美術
C-flow 心流 : 幸福工藝臺日交流展 =
TaiwanXJapan
Happiness
Craft
Communicate Exhibition / 王 信 惠 主
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
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, 11004 .-- 14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21-9 (平
裝) NT$400

1.工藝設計 2.工藝美術 3.作品集
960
天才達文西的藝術教室 : 像藝術家
一樣，設計、創造和製作 STEAM 藝
術作品 / 艾米.萊特克(Amy Leidtke)
著 ; 李弘善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
樂文化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144 面; 23X23 公分 .-(天才達文西的 STEAM 教室(科學 X
藝術) ; 2) .-- ISBN 978-986-06339-0-0
(平裝) NT$480
1.視覺藝術 2.視覺設計 3.通俗作品
960
百藝芳華 持之藝恆. 2020 : 臺灣工藝
之 家 協 會 會 員 圖 錄 = Art craft
creations of Taiwan Workshop members
/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執行編輯 .-- 南
投縣草屯鎮 :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,
11004 .-- 2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7832-6-3 (精裝)
1.工藝美術 2.作品集 960
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
製 作 成 果 集 . 11O 級 = Kun Shan
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Visual
Communication Design 2021 year book /
鄭明輝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崑
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, 11004 .- 2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700-10-9 (平裝) NT$700
1.視覺設計 2.作品集 960
設計驅動公部門創新 : 6 個台灣案例
的機制研究 = Design innovating public
sector : a study of 6 cases in Taiwan / 曾
柏文總主筆 ; 張基義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工業局, 11003 .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167-2 (平裝)
1.設計 2.產業發展 3.個案研究 4.臺
灣 960
英文標示設計指南 : 公共設施、觀
光名勝、交通工具......,英文標示該
怎麼設計才好懂? / 小林章, 田代真理
作 ; 柯志杰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
譜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Zeitgeist
時代精神 ; FZ2007) .-- ISBN 978-986235-928-0 (平裝) NT$400
1.平面設計 2.標誌設計 3.英語 962
故宮裡的色彩美學與配色事典 / 郭
浩, 李健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

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44-2 (平
裝) NT$450
1.色彩學 2.文化研究 3.中國 963
極簡設計美學 : 經典設計,從黑白灰
開始 / 善本出版有限公司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
求人文化, 11005 .-- 240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92-1-7 ( 平 裝 )
NT$379
1.色彩學 2.設計 963
好設計!打動人心征服世界 : 全方位
了解產品設計的入門聖經 / 保羅.羅
傑斯(Paul Rodgers), 亞歷斯 . 彌爾頓
(Alex Milton) ; 楊久穎譯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奇光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64-3-8 ( 平 裝 )
NT$450
1.產品設計 2.工業設計 3.個案研究
964
初學設計全攻略 : 設計入門一本搞
定 / 莊子萍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
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2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522-1 (平裝) NT$380
1.平面設計 2.版面設計 964
圖解設計思考 : 好設計,原來是這樣
「想」出來的! / 艾琳.路佩登(Ellen
Lupton)著 ; 林育如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出版出版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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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41-1 (精裝) NT$600
1.平面設計 2.創造性思考 964
德雷瑟論設計 : 史上第一位獨立工
業設計師的設計思考 / 克里斯多夫.
德雷瑟(Christopher Dresser)著 ; 朱炳
樹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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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19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46-6 (精
裝) NT$900
1.工業設計 2.裝飾藝術 3.室內裝飾
964
你好,我是陳列設計師 : 50 超實用生
活佈置提案 / 黃文珊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06-3-6 (平裝) NT$5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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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室內設計 2.空間設計

967

室內設計師的入行 10 堂課 / 美化家
庭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和
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06-2-9 (平
裝) NT$680
1.室內設計 967
量身打造舒心理想家格局設計關鍵
指南 / 主婦之友社編著 ; 楊淑慧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良品文化館出版 :
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192 面; 24 公分 .-- (手作良
品 ; 96) .-- ISBN 978-986-7627-34-6 (平
裝) NT$480
1.室內設計 2.空間設計 967
客家百工 : 客家貫穿美學的職人精
神 / 謝守孌(佩樺), 呂廷政, 劉玉梅, 李
妃純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社團法人
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, 11006 .-- 136
面; 30 公分 .-- ([地方創生 x 客庄知識
學]文化叢書系列)(桃園市社會教育
協進會系列叢書)(桃園市新楊平社
區大學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98695836-9-5 (精裝) NT$300
1.民間工藝 2.傳統技藝 3.客家 969

技藝
一起進階花藝師!架構之設計發想&
技巧應用作品實例 / 陳淑娟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噴泉文化館出版 : 悅
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304 面; 30 公分 .-- (花之道 ; 74) .-ISBN 978-986-99282-3-6 ( 精 裝 )
NT$1980
1.花藝 971
傳愛 : 棉紙撕畫創作集 / 顏淑芬, 賴
秋瑄策劃編輯 .-- 臺北市 : 顏淑芬,
11003 .-- 60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53-6 (平裝)
1.紙工藝術 2.作品集 972
不同維度的美 / 李啟彰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日日學文化出版 ; [新北市] :
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書房 Study ; 11) .- ISBN 978-986-99494-2-2 ( 平 裝 )
NT$480
1.茶具 2.壺 3.工藝美術 974.3

戲劇

劇場設計 : 基礎舞台、服裝、燈光
設計實務入門 / 凱倫. 布魯斯特爾
(Karen Brewster), 梅莉莎.莎佛(Melissa
Shafer)著 ; 司徒嘉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8-361-4 (平裝) NT$480
1.劇場藝術 2.舞臺設計 3.服裝設計
4.燈光設計 981

視覺系大師魏斯.安德森 : 憂鬱天才
與細節控的奇幻冒險 / 伊恩.納桑(Ian
Nathan)著 ; 葉中仁, 汪冠岐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89-463-5 ( 精 裝 )
NT$850
1.安德森(Anderson, Wes, 1969- ) 2.電
影導演 3.電影美學 4.影評 987.31

中西比較戲劇 : 劇場、劇本與演出 /
魏淑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
版社, 11004 .-- 396 面; 21 公分 .-- (國
家戲曲研究叢書 ; 116) .-- ISBN 978957-36-1581-1 (平裝) NT$800
1.劇場藝術 2.戲曲藝術 3.跨文化研
究 4.文集 981.07

電影表演創作報告<<接線員>> / 陳
湘琪作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陳湘琪,
11004 .-- 4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67-0 (平裝)
1.電影製作 2.表演藝術 987.4

劇場幻覺 : 舞台機關設計 = Theatre
illusion : the design and creation of stage
machinery / 楊金源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
市 : 楊金源, 11004 .-- 248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737-3 (平裝)
1.舞臺設計 2.劇場藝術 3.個案研究
981.33
論悲劇 / 泰瑞.伊格頓(Terry Eagleton)
著 ; 黃煜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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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38-1 (平裝) NT$400
1.悲劇 2.文學評論 984.21
滾動百老匯 / 宋銘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新銳文創, 11004 .-- 184 面; 21 公
分 .-- (新美學 ; 55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540-33-3 (平裝) NT$300
1.音樂劇 2.劇場藝術 3.藝術評論
984.8
兒童戲劇的秘密花園 / 謝鴻文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98-363-8 ( 平 裝 )
NT$480
1.兒童戲劇 2.劇場藝術 985
光影華爾滋 : 每部電影,都是一支擁
抱內心的迴旋舞 / Kristin 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3-19-8 (平裝) NT$350
1.電影 2.影評 987.013

綠色牢籠 : 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
的台灣記憶 = Green jail / 黃胤毓著 .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前 衛 出 版 社 ,
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01-939-3 (平裝) NT$400
1.紀錄片 2.移民史 3.臺灣 4.日本沖
繩縣 987.81
怪胎.典藏寫真書 / 牽猴子股份有限
公司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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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6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860-9 (平裝)
1.電影片 2.照片集 987.83
第 2 名的逆襲 : We Best Love 2 寫真
書 / 結果娛樂, WeT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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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版行銷業務部發行, 11004 .-- 1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90-3 (平
裝)
1.電視劇 989.2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
休閒遊憩產業概論 = Introduction to
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/ 張宮熊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8 面; 23 公
分 .-- (休閒遊憩系列) .-- ISBN 978986-298-362-1 (平裝) NT$500
1.休閒活動 2.旅遊業管理 990
*精品咖啡不浪漫 : 在台灣經營咖啡
館的真實漫談 / 朱明德, 周正中合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橙舍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92

(LIFE ; 1) .-- ISBN 978-986-99376-1-0
(平裝) NT$420
1.咖啡館 2.商店管理 991.7
大龍峒金獅團的歷史與現況 / 林美
容, 陳省身, 辜神徹, 李思穎, 湯承翰,
李雲翔作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北
市大龍峒金獅團促進會, 11003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1-00 (平裝)
1.社團法人台北市大龍峒金獅團促
進會 2.歷史 991.87
圖解台灣陣頭 : 宋江系統武陣 / 黃名
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(圖解台灣 ; 28) .-- ISBN 978-986-558239-5 (平裝) NT$480
1.宋江陣 2.藝陣 3.臺灣 991.87
客家觀光產業發展分析 : 以高屏地
區為例 / 蔡龍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43-5 (平裝) NT$480
1.文化觀光 2.休閒產業 3.產業發展
4.客家 992
休 閒 事 業 管 理 = Leisure industry
management / 曹勝雄, 顏昌華, 劉瓊如,
張樑治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5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11-3 (平
裝)
1.休閒產業 2.旅遊業管理 992.2
觀光暨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: 迎向新
未來 =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
tourism and hospitality : facing new
future / 鄭紹成, 高于歡編著 .-- 四版 .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84-907-6 (平裝) NT$550
1.旅遊業管理 2.餐旅管理 3.人力資
源管理 992.2
觀光暨餐旅行銷 : 克服挑戰 =
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rketing :
overcome challenge / 鄭紹成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4-909-0 (平裝) NT$600
1.旅遊業管理 2.餐旅管理 3.行銷管
理 992.2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: 打造天才
大腦, 進階篇. 1 / Mensa 門薩學會, 羅
伯特.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 ; 屠建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46-9 (平裝)
NT$280
1.益智遊戲 997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: 打造天才
大腦, 進階篇. 2 / Mensa 門薩學會, 羅
伯特.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 ; 屠建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47-6 (平裝)
NT$280
1.益智遊戲 997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: 打造天才
大腦, 進階篇. 3 / Mensa 門薩學會, 羅
伯特.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 ; 屠建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48-3 (平裝)
NT$280
1.益智遊戲 997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: 打造天才
大腦, 進階篇. 4 / Mensa 門薩學會, 羅
伯特.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 ; 屠建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49-0 (平裝)
NT$280
1.益智遊戲 997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: 高智商精
選題庫 / Mensa 門薩學會, 羅伯特.艾
倫(Robert Allen)等編 ; 屠建明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50-6 ( 平 裝 )
NT$280
1.益智遊戲 997
玩出邏輯腦!560 多道益智推理題 / 智
力開發編輯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含章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0-5-6 (平裝)
NT$250
1.益智遊戲 9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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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(益智教室 ; 23-) .-ISBN 978-986-98636-8-1 (第 2 冊:平裝)
NT$320
1.益智遊戲 2.邏輯 3.推理 997

腦覺醒記憶教練.40 天腦記憶巨量擴
充任務 / 葛瑞斯.摩爾(Gareth Moore)
作 ; 黃筱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
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281-7 (平
裝)
1.益智遊戲 997
好辣數獨 133 選 / 數獨研究會編著 ;
Koizumiunse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712 (第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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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57-4 (第 33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標竿數獨. 進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5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56-7 (第 33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標準數獨. 高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5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59-8 (第 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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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58-1 (第 33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令人瞠目結舌的 Minecraft 不可思議
900+α 究極玩法 / 野上輝之作 ; 盧品
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, 11003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861-6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對馬戰鬼 : 美術設定集 / 刺拳製作著 ;
甘鎮隴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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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93-4 (精
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水果&蔬菜造型蠟燭 : 仿真度 100%,
日本名師傳授獨家調色配方、製作
細節和訣竅 / 兼島麻里著 ; Demi 翻
93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 (Hands ; 65) .-- ISBN 978-986-997364-9 (平裝) NT$380
1.蠟燭 2.勞作 999
造形名家選集. 4 : 原創造形暨原型作
品賞析 造形的痴迷所在 = Sculptors.
04 / 玄光社作 ; 楊哲群翻譯 .-- 新北
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559-83-6 (平裝) NT$500
1.模型 2.工藝美術 999
呼吸巴黎 : 典藏古美術讓法國成為
日常 / 魏聰洲, 蔡潔妮作 .-- 初版 .-[新北市] : 左岸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2 .-- 22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6-40 (平裝) NT$600
1.蒐藏品 2.文集 999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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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出版品
vuvu"拿"麼厲害!= pucaquan aravac tia
vuvu/戴文村, 韋麗珍, 馬秀玉翻譯; 馬
煜瑋, 高敔繪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桃市教育局, 11003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3-57-1 (平裝)
二代創生: 看見客庄的新生命力/國
立陽明交通大學傳科系與人社系採
訪團隊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陽明交
大客家文化學院, 11004 .-- 156 面; 1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83-1-8 (精裝)
土城桐花/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
土城區公所, 11004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2-24-6 ( 平 裝 )
NT$200
中正紀念堂展覽年鑑. 109 年= Chiang
Kai-shek Memorial Hall exhibition
yearbook 2020/簡惠文, 戴元琳編輯 .-臺北市 : 中正紀念堂, 11003 .-- 130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13-4 (光碟
片) NT$100
水頭/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.-- 第二版 .- 高雄市 : 海軍大氣海洋局, 11003 .-面; 59X8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674-1 (半開單張) NT$400
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民事類/司法
院司法行政廳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司法院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454-98-2 (全套:平裝) NT$350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刑事類/司法
院司法行政廳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司法院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454-95-1 (全套:平裝) NT$500
司法研究年報. 第 37 輯, 行政類/司法
院司法行政廳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司法院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499-04-4 (全套:平裝) NT$800
生 產 事 故 救 濟 報 告 . 2020= Annual
report of childbirth accident relief/劉越
萍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衛福部, 11004 .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15-3 (平裝) NT$250
安平港/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.-- 第七
版 .-- 高 雄 市 : 海 軍 大 氣 海 洋 局 ,
11003 .-- 面; 59X8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46-75-8 (半開單張) NT$400
言論自由日特展. 2021 年/吳樹民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人權博
物館, 11004 .-- 7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320-2 (平裝) NT$100
法律座談會彙編. 109 年, 民事(執)類/
臺灣高等法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等法院, 11004 .-- 424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01-1 (平裝)
法律座談會彙編. 109 年, 刑事類/臺
灣高等法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高等法院, 11004 .-- 353 面; 22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24-02-8 (平裝)
阿美語(跨方言別)(中)高級認證參考
教材/李敬信, 吳連成, 李翠雲, 林庭筠,
馬美惠翻譯; 林書嫻繪圖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3 .-- 10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59-5 (平
裝)
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舊社溯源與
重塑/吳勁毅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花蓮
市 : 花縣文化局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429-41-6 (全套:精裝)
高科技創業與營運: 教師手冊/蔡仁
松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清大出版社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116-90-2 (PDF)
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創校一
百年特刊/包念華, 陳凱群總編輯 .-花蓮縣 : 花蓮高農職校, 11004 .-- 4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1-264 (精裝) NT$800

- ISBN 978-986-519-123-8 ( 平 裝 )
NT$350

教育部前瞻基礎建設國民中小學校
園數位建設計畫 106.09-109.12/李慈
媛, 姜國萱, 陳宣懿, 萬巧蓉, 趙孔嘉,
謝繐宇作; 李蔡彥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前瞻基礎建設中小學校園
數位建設, 11003 .-- 133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0-00-5 (平裝)

(好好學)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/陳家
騏, 趙晉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4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9-133-7 ( 平 裝 )
NT$350

啟航 50.精彩大池: 澎湖縣西嶼鄉大
池國民小學 50 週年校慶紀念專輯/林
詩怡主編 .-- 澎湖縣 : 澎縣大池國小,
11003 .-- 17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7-57-3 (精裝)
國 家 海 洋 研 究 院 年 報 . 109 年 度
(2020)/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執
行編輯 .-- 高雄市 : 國家海洋研究院,
11004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11-1 (平裝)
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. 第 81
期/最高法院編輯 .-- 臺北市 : 最高法
院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5492-0 (全套:光碟)
當代雕塑麗寶創作獎. 第三屆= The
3rd Contemporary Sculpture Lih Pao
Prize/ 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美 術 學 院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藝術大學
美術學院, 11004 .-- 47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078-8-0 (平裝)

(好好學)數學 A 學測總複習講義/游
光榮, 陳坤稜, 吳宏道, 柳宗佑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3 .-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126-9 (平裝) NT$450
(好好學)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/楊欣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3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29-0 (平裝) NT$388
(超素養)生物學測閱讀與探究/蔡任
圃, 吳雅嵐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3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9-128-3 ( 平 裝 )
NT$300
(超素養)地球科學學測閱讀與探究/
邱惠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
文化, 11003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24-5 (平裝) NT$275
(新全勝)公民與社會學測 18 週/廖翠
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3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42-9 (平裝) NT$350

認識身心障礙者特質與需求=
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
people with disabilities/李婉銣編輯 .-臺北市 : 社家署, 11004 .-- 43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19-1 (平裝)

(新全勝)地理學測 18 週/陳孜鴻, 曹瑋
珊, 克里斯, 林于煒, 施欣妤, 藍冠麟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3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46-7 (平裝) NT$363

熟識阿姆个話: 巴色差會傳教士與客
家的邂逅= Hakka/李毓中, 鄭縈著 .-初版 .-- 苗栗縣 : 客委會客發中心,
11003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34-29-8 (平裝) NT$300

(新全勝)英文學測 18 週/張琇雲, 施姵
如, Michael McCollister 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3 .-- 2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40-5 (平
裝) NT$350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
(好好學)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/黃怡
螢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3 .-- 2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34-4 (平裝) NT$350
(好好學)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/王郁
茜, 龔雍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3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

94

(新全勝)歷史學測 18 週/林大雄, 陳定
揚, 杜可瑜, 陳若文, 朱韋燐, 吳一晉,
鄧傑銘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3 .-- 2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25-2 (平裝)
(新關鍵)數學 A 學測總複習講義(數
B 補充講義)/黃峻棋, 黃易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- 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443 (平裝) NT$25

(滿級分)公民與社會學測總複習講
義/李芳媛, 楊振源, 賴柷宏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3 .-- 3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436 (平裝) NT$450

恐法令與實務): 內勤人員專業職. 二
(課文版)/成琳, 李宗翰, 高朋, 尚榜,
陳金城, 劉似蓉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291-0 (全套:平裝)

108 課綱林熹老師帶你學測英文拿高
分: 6 回試題＋詳解/林熹, Luke Farkas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62-8 (PDF)

2020 郵政從業人員: 最新版本[加考
英文]: 外勤人員 專業職. 二(課文版)/
王傑, 陳金城, 李宜藍, 劉似蓉編著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520-376-4 (全套:平裝)

109 大眾捷運公司: 捷運極速上榜套
書/白崑成, 千華名師群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292-7 (全套:平裝)

2020 經濟部事業新進職員聯合招考
{台電、中油、台水、台糖}: 土木類
(題庫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劉非凡,
良運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825 (全套:平裝)

109 年不動產經紀人{課文版}/高朋,
尚榜, 程馨, 林筱涵, 陳旭鳳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86-3 (全套:平裝)
109 年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{課文
版}/程馨, 林筱涵, 陳旭鳳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91-7 (全套:平裝)
109 年地方五等.110 年初考: 交通行
政(課文版)/鍾裕, 李宜藍, 劉似蓉, 白
崑成, 邱樺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269-9 (全套:平裝)
109 年海巡特考: 海巡行政(三等){課
文版}/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
蓉, 江南, 劉偉祥, 何瑞修, 蔡玉荷, 賴
農惟, 溫陽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387-0 (全套:平裝)
109 年關務特考: 一般行政(四等)/駱
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, 王英,
吳慶隆, 賴農惟, 王志成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90-0 (全套:平裝)
109 年關務特考: 電機工程(四等)/鄭
祥瑞, 丞羽, 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
劉似蓉, 王英, 吳慶隆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89-4 (全套:平裝)
109 年關務特考: 機械工程(四等)/祝
裕, 周家輔, 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
劉似蓉, 王英, 吳慶隆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88-7 (全套:平裝)
2020 郵政從業人員: 最新版本(加考
金融科技知識、防制洗錢與打擊資

2020 經濟部事業新進職員聯合招考
{台電、中油、台水、台糖}: 企管類
(題庫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王志成,
羅格思, 章庠, 陳金城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81-8 (全套:平裝)
2020 經濟部事業新進職員聯合招考
{台電、中油、台水、台糖}: 電機類
(題庫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甄家灝,
鄭祥瑞, 廖翔霖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384-9 (全套:平裝)
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電機運轉維護類 電機修護類(課
文版)/陳新, 鄭祥瑞, 高朋, 尚榜, 劉似
蓉邊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429 (全套:平裝)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電機運轉維護類 電機修護類(題
庫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李俊毅, 陸冠
奇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467 (全套:平裝)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綜合行政人員(課文版)/楊銘, 張
恆, 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成宜編著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520-344-3 (全套:平裝)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綜合行政人員(題庫版)/楊銘, 高
朋, 尚榜, 德芬, 羅格思, 章庠, 陳金城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481 (全套:平裝)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儀電運轉維護類(題庫版)/高朋,
尚榜, 德芬, 陸冠奇, 甄家灝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49-8 (全套:平裝)

2020 經濟部事業新進職員聯合招考
{台電、中油、台水、台糖}: 儀電類
(題庫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千華編委
會, 甄家灝, 翔霖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385-6 (全套:平裝)
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機械運轉維護類 機械修護類(課
文版)/周家輔, 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曾
禹童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436 (全套:平裝)

2020 經濟部事業新進職員聯合招考
{台電、中油、台水、台糖}: 機械類
(題庫版)/高朋, 尚榜, 林柏超, 德芬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83-2 (全套:
平裝)
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機械運轉維護類 機械修護類(題
庫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千華物理科
名師群, 何曜辰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347-4 (全套:平裝)
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配電線路維護類(課文版)/陳新,
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曾禹童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41-2 (全套:平裝)

2021 年不動產經紀人/許文昌, 尹宸
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578-4 (全套:
平裝) NT$2760

2021 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
試: 配電線路維護類(題庫版)/高朋,
尚榜, 德芬, 千華物理科名師群, 陸冠
奇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450 (全套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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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身心障礙人員: 一般行政/鍾裕,
李宜藍, 成宜, 林志忠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21-4 (全套:平裝)
2021 身心障礙人員: 錄事/李宜藍, 成
宜, 陳盛, 王一周, 鍾裕編著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22-1 (全套:平裝)
2021 消防設備人員: 消防設備士(課
文版)/張大帥, 夏鵬翔, 傅維廷編著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90-3 (全套:
平裝)
2021 教師甄試系列: 搶救高中職教甄
國文歷年考題大觀/徐弘縉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63-4 (全套:平裝)
2021 教師甄試系列: 搶救國中小教甄
國語文＋分類試題/徐弘縉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05-4 (全套:平裝)
2021 郵政從業人員: 外勤人員專業職.
二(必殺題庫)/陳金城, 千華郵政名師
群, 雁子, 李詰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362-7 (全套:平裝)
2021 郵政從業人員: 外勤人員專業職.
二(題庫版)/高朋, 尚榜, 陳金城, 白文
傑, 雁子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374-0 (全套:平裝)
2021 郵政從業人員: 最新版本[加考
金融科技知識、防制洗錢與打擊資
恐法令與實務]: 內勤人員專業職. 二
(必殺題庫)/張恆, 千華郵政名師群,
畢慧, 程凱弘, 金永瑩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75-7 (全套:平裝)
2021 郵政從業人員: 最新版本[加考
金融科技知識、防制洗錢與打擊資
恐法令與實務]: 內勤人員專業職. 二
(題庫版)/德芬, 陳金城, 高朋, 尚榜,
程凱弘, 金永瑩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373-3 (全套:平裝)
2021 就試會上: 司法特考四等總複習
/Juster, 吉爾, 林毅, 凌晨, 禕伊, 瘧師,
戴煦, 鄭候群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新學林, 11004 .-- 500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6-050-7 ( 平 裝 )
NT$540
2021 領隊、導遊系列: 外語領隊(課
文版)/邱燁, 陳書翊, 張馨文, 吳瑞峰,
林俐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880 (全套:平裝)

4 張證照一把罩[高業+投信投顧+理
財信託]: 豪華版金融證照組合包/蘇
育群, 蔡季霖, 可樂, 陳怡如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79-5 (全套:平裝)
735 輕鬆讀. 地理. 3(適南版)/張穎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50-1 (平裝) NT$140
735 輕鬆讀. 地理. 3(適康版)/楊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47-1 (平裝) NT$140
735 輕鬆讀. 地理. 3(適翰版)/柯湘芸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11004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51-8 (平裝) NT$140
735 輕鬆讀. 自然. 3(適南版)/寧玲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42-6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自然. 3(適康版)/邊郁茹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11004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56-3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自然. 3(適翰版)/詠絮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52-5 (平裝) NT$180
735 輕 鬆 讀 . 英 語 . 3( 適 南 版 )/Sean
Huang, Bella Wu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4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48-8 ( 平 裝 )
NT$180
735 輕 鬆 讀 . 英 語 . 3( 適 康 版 )/Alex
Chen, Bella Wu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4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43-3 ( 平 裝 )
NT$180
735 輕鬆讀. 英語. 3(適翰版)/Lucy Sun,
Faye Chou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安, 11004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46-4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國文. 3(適南版)/文冰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57-0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國文. 3(適康版)/黃士秋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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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4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41-9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國文. 3(適翰版)/文芳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55-6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數學. 3(適南版)/突為, 崇
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4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54-9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數學. 3(適康版)/蔡逸宇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11004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58-7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數學. 3(適翰版)/陳東崙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11004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45-7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歷史. 3(適南版)/妍靜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44-0 (平裝) NT$140
735 輕鬆讀. 歷史. 3(適康版)/言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53-2 (平裝) NT$140
735 輕鬆讀. 歷史. 3(適翰版)/妍喜樂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11004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49-5 (平裝) NT$140
9 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國語學習
講義(康軒版). 6 上/國語編輯小組編
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5-776-4 (平裝) NT$198
ACE reading/張淑芬, 林柏勳, 蔡鴻明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16-3 (平裝)
Ace the NEW TOEIC test: 10 tests for
gold certificate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版)/Kim su hyeon, Choi Young Ken 著 .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3 .- 4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8997-8 (16K 平裝)
Advanced reading strategies. 3:
evaluative(student's
book)/author
LiveABC editors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公司, 11003 .-- 20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44-1 (平裝)

Alphabet animals/written by Matthew
Lee Richey .-- 新竹市 : 娜伊瑪出版,
11003 .-- 7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87-0-8 (平裝)
Around the world in 80 topics/Pamela
Hung, Angus James Bain 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6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15-6 (平裝)
Calculus: early transcendentals/[by]
Dennis G. Zill, Warren S. Wright .-- 4th
ed. .-- 新北市 : 鼎隆圖書, 11004 .-10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7696-36-6 (平裝)
*Cindy's musicbox. book 1/梁竹君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亞文化, 11003 .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317-1-7 (平裝) NT$350
Derek wants to win: reading step. 4/story
by 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 雙向文
化, 11004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50-30-5 (平裝)
*ECL 字彙/劉毅作 .-- 新修訂 .-- 新北
市 : 學習, 11001 .-- 333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1-351-0 ( 平 裝 )
NT$380
EXCEL 在數學上的應用(教師用)/許
技江, 賴申洲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4 .-- 12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92-95-7 (平裝) NT$180
EZ100 高中必修數學(108 課綱、涵括
各版本、綜合總整理)/林俊成編著 .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03 .-5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098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520
FIT[金融基測]考科. I/歐欣亞編著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520-336-8 (全套:平裝)
FIT[金融基測]考科. II/亭宣, 成在天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061 (全套:平裝)
FIT[金融基測]銀行業之鑰: 高分過關
組合包/林惠貞, 陳敏, 李亭, 林蓉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37-5 (全套:
平裝)
GEPT 中級閱讀高分過/唐世敏, 吳姿
璇, 張馨勻, 周美杉編輯 .-- 第二版 .-臺北市 : 敦煌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606-925-3 (全套:平裝)

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初級聽力&
閱讀題庫解析(新制修訂版): 110 年
起最新改版英檢初級題型!6 回試題
完全掌握最新內容與趨勢!/國際語言
中心委員會, 郭文興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0-491-5 (EPUB)
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閱讀
測驗必考題型: 符合最新「素養導向
試題」出題方式,分類解析詞彙、段
落填空、閱讀理解題型!/國際語言中
心委員會, 許秀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0-492-2 (EPUB)
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力
測驗必考題型: 初級英檢一次高分過
關必備參考書!情境式分析必考題型、
出題趨勢、題目關鍵字,養成作答直
覺,分數自然提升!/國際語言中心委
員會, 李佳靜, 林姿吟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494-6 (PDF)
No Problem 專科護理師執照考暨臨
床實務參考書: 通論. 2021/劉勺碧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
11003 .-- 46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519-64-9 (平裝) NT$650
PODCAST 節目播客!/王伯維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3 .-- 4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92-93-3 (平
裝)
Read It Up!閱讀素養力寫作活動手冊
/陳婕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03 .-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27-6 (平裝) NT$80
Reading fusion plus/by Andrew E.
Bennett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4 .-- 19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361 (平裝)
Score high on the TOEIC listening and
reading test(2018 New TOEIC)(寂天雲
隨 身 聽 APP 版 )/Mozilge Language
Research Institute 著 .-- 1st ed. .-- 臺北
市 : 寂天文化, 11004 .-- 5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06-3 (平裝)
Space cadet museum: reading step.
4/story by 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 雙
向文化, 11004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750-32-9 (平裝)
Speak up!play to earn/邱明蕙, 張顥馨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智 擎 數 位 科 技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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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4 .-- 29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538-1-1 (平裝)
Super fun(student book)/朱育瑩, 陳昭
玲, 張曉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4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77-932-1 (第 1 冊:平裝)
Super fun(workbook)/陳昭玲, 張曉莉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004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77-933-8 (第 1 冊:平裝)
The lost puppy: reading step. 4/story by
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 雙向文化,
11004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750-31-2 (平裝)
The space cadets go searching: reading
step. 4/story by 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
市 : 雙向文化, 11004 .-- 23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750-29-9 (平裝)
Way ahead: the art of reading for English
language learners/by Alan Fiol .-- 臺北
市 : 文鶴, 11004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147-935-4 (平裝)
一石二鳥: [高業＋投信投顧] 金融證
照組合包/蘇育群, 陳怡如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77-1 (全套:平裝)
一般警察人員: 行政警察人員(四
等)(課文版)/林俐, 成琳, 南春白, 王強,
林志忠, 警察編輯小組, 駱英, 歐恩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77-4 (全套:
平裝)
一般警察人員: 行政警察人員(四
等)(題庫版)/成琳, 王強, 宇寧, 溫陽,
警察編輯小組, 章庠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274-3 (全套:平裝)
一般警察人員: 消防警察人員(四
等)(課文版)/林俐, 張大帥, 夏鵬翔, 林
志忠, 警察編輯小組, 駱英, 歐恩, 陳
名, 曾禹童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279-8 (全套:平裝)
力克 GEPT 全民英檢初級. 1/Lifeng
Tseng, Difeng Chueh 編 .-- 第四版 .-高雄市 : 麗格, 11003 .-- 2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020-5-5 (平裝)
人身保險業務員速成總整理/廖乃麟
作 .-- 第 6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
11004 .-- 3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734-5 (平裝) NT$360
小不點快樂學習本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5 .-- 25 面; 25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26-2 (平裝)
小不點創意學習本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5 .-- 25 面; 25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28-6 (平裝)
小不點遊戲學習本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5 .-- 25 面; 25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27-9 (平裝)
土地行政大意/許文昌, 林玉祥編著 .- 19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 7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585-2 (平裝) NT$600
土地行政大意解題一本通/許文昌,
林玉祥編著 .-- 12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004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586-9 (平裝) NT$480
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/劉力,
洪正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04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2-50-9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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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05-7 (PDF)
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成就與挑戰/李
家儂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575-9 (PDF)
工業安全技師. 2021(套書)/劉永宏,
詹韋洺, 曹徫傑, 郭展宏, 陳毓軒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78-1 (全套:
平裝)
大 滿 貫 英 語 文 法 總 匯 = English
grammar/楊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02-6 (平裝)
大滿貫英語主題探索/Findy Sheng 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3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646-4 (平裝)
大滿貫英語主題探索(教師用)/Findy
Sheng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3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45-7 (平裝)

大 滿貫英語 聽力特會 考 /陳于倩編
修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514-6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英語. 1-4 冊/藍煌宇,
王秀芝, Chris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648-8 (平裝)

大滿貫英語聽力特會考(教師用)/陳
于倩編修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13-9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國文(教師用). 1-4
冊/陳靜宜, 黃信銘, 蔡雅惠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7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42-6 (平
裝)

大滿貫國文主題探索/丁文, 蔡政芳,
葉姿吟, 陳香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41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661-7 (平裝)
大滿貫國文主題探索(教師用)/丁文,
蔡政芳, 葉姿吟, 陳香君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3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60-0 (平
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理化(教師用). 3-4
冊/唐非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58-7 (平裝)
大滿貫複習講義. 國文. 1-4 冊/陳靜宜,
黃信銘, 蔡雅惠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643-3 (平裝)

大滿貫勝戰模擬題本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347-0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理化. 3-4 冊/唐非凡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59-4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公民(教師用). 1-4
冊/于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70-9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歷史(教師用). 1-4
冊/張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83-9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公民. 1-4 冊/于珊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671-6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歷史. 1-4 冊/張文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684-6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生物/龔素滿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860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英語(教師用). 1-2 冊
/蔡佳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11-5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生物(教師用)/龔素
滿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87-7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英語. 1-2 冊/蔡佳禎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12-2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地球科學/陽明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673-0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國文(教師用). 1-2 冊
/陳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95-1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地球科學(教師用)/
陽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72-3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國文. 1-2 冊/陳琳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396-8 (平裝)

大滿貫複習講義. 英語(教師用). 1-4
冊/藍煌宇, 王秀芝, Chris Chen 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471 (平裝)

上榜模板行政法/霸告, 西門慶, 文城
武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
11004 .-- 6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046-0 (平裝) NT$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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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數據考點直擊: 行政法(申論題)/子
雲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3 .-- 65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15-3 (平裝)
NT$650
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/孫易新著 .-- 臺
北市 : 臺北市孫易新心智圖法補習
班 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8446-2-8 (第 1 冊:平裝) NT$150 .-ISBN 978-986-98446-3-5 (第 2 冊:平裝)
NT$150 .-- ISBN 978-986-98446-4-2 (第
3 冊:平裝) NT$150
升 大 學 英 文 學 測 : 102-110 學 年 =
College entrance exams: the key to
success/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; 陳豫弘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
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41547-2 (全套:平裝)
*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
幼兒教保活動設計. 2021 年版/必勝
編輯小組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黃怡
雅, 11003 .-- 1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43-7 (平裝) NT$650
*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
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論. 2021 年版/必
勝編輯小組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黃
怡雅, 11003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45-1 (平裝) NT$650
*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
複試(包含教學演示及口試). 2021 年
版/必勝編輯小組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黃怡雅, 11003 .-- 1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644-4 ( 平 裝 )
NT$650
升私中.資優班入學攻略(教師用). 英
語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495-8 (平裝)
升私中.資優班入學攻略(教師用). 國
語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0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454-5 (平裝)
升私中.資優班入學攻略(教師用). 數
學/王哲, 黃正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351-7 (平裝)
升私中.資優班入學攻略. 英語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96-5 (平裝)

升私中.資優班入學攻略. 國語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55-2 (平裝)
升私中.資優班入學攻略. 數學/王哲,
黃正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52-4 (平裝)
升私中.資優班自然入學攻略/白禕寧,
沐風, 林啟祥, 吳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350-0 (平裝)
升私中.資優班社會入學攻略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56-9 (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商業與管理群
(課文版)/范金雄, 王志成, 歐欣亞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99-6 (全套:
平裝)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商業與管理群
(歷年試題＋模擬考)/甄浩, 王志成,
歐欣亞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300-9 (全套:平裝)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電機與電子群
(電資類)(課文版)/陸冠奇, 甄家灝, 范
金雄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696 (全套:平裝)

升私中、資優班國語模擬試題/許展
榮, 莊明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24-8 (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電機與電子群
(電資類)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甄家灝,
陸冠奇, 甄浩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350-4 (全套: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外語群英語類
(課文版)/范金雄, 王志成, 劉似蓉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93-4 (全套:
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電機與電子群
(電機類)(課文版)/陸冠奇, 鄭祥瑞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67-2 (全套:
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外語群英語類
(歷年試題＋模擬考)/甄浩, 王志成,
劉似蓉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294-1 (全套: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電機與電子群
(電機類)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甄家灝,
陸冠奇, 鄭祥瑞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368-9 (全套: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共同科目(工
職)(課文版)/李宜藍, 劉似蓉, 張宏印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641 (全套: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餐旅群(課文
版)/高芬, 畢瑩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295-8 (全套:平裝)
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共同科目(工
職)(歷年試題＋模擬考)/李宜藍, 歐
昌豪, 劉似蓉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365-8 (全套:平裝)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共同科目(商
職)(課文版)/李宜藍, 劉似蓉, 歐昌豪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972 (全套:平裝)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共同科目(商
職)(歷年試題＋模擬考)/李宜藍, 歐
昌豪, 劉似蓉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298-9 (全套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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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餐旅群(歷年
試題 模擬考)/高芬, 畢瑩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296-5 (全套:平裝)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: 機械群(課文
版)/黃蓉, 陳家洛, 陳忠名, 張千易, 何
曜辰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665 (全套:平裝)
升科大四技統一入學機械群(歷年試
題 模擬考)/黃蓉, 陳家洛, 何曜辰, 湯
齊, 杜主, 張千易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267-5 (全套:平裝)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設計基礎挑
戰 100. 2022 最新版/莫嘉賓編著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4 .-- 132 面;
38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799 (平裝) NT$300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設計基礎解
題大全. 2022 最新版/蕭嘉銘編著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4 .-- 20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80-5 (平
裝) NT$360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
作本. 2022 最新版/林怡均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4 .-- 2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836 (平裝) NT$300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
戰講義(附解答本). 2022 最新版/曾清
旗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4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82-9 (平裝) NT$300
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地理. 14 冊/王敬甯, 林羋, 陳建智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0-349-5 (平裝)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英語. 14 冊/蔡安婕, 蔡依凡, 周萍, 邱鈺傑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2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47-7 (平
裝) NT$330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國文/李
志偉, 施教麟, 高珮軒, 張耿聞, 林欣
怡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36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460 (平裝) NT$440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理化. 34 冊/薛力楓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4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150-7 (平裝) NT$330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: 專一
色彩原理超複習. 2022 最新版/李崇
城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3 .-- 32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84-3 (平裝) NT$350
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歷史. 14 冊/李允, 林佑儒, 弗利曼, 廖樂亮, 許
浚騰, 楊書濠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4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348-8 (平裝) NT$280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: 專一
設計概論超複習(2022 最新版)/耿立
虎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4 .-- 28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76-8 (平裝) NT$380
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公民.
1-4 冊/李若妡, 施創譯, 陳得觀編著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6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347-1 (平裝)
NT$310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: 專二
2in1 超複習(2022 最新版)/凌銘(林彥
銘)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004 .-- 28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677-5 (平裝) NT$380
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生物
/凌蘭, 李雲想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4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157-6 (平裝) NT$330

升科大四技商職數學 B 快易通總複
習/陳權編著 .-- 4 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
圖書, 11004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042-7-8 (平裝)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公民. 14 冊/王力平, 李若妡, 施創譯, 陳得觀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4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3501 (平裝) NT$280
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地科.
第 5 冊/林磊, 黃晶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004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145-3 (平裝) NT$270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地理.
1-4 冊/王敬甯, 林羋, 陳建智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24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378-5 (平裝)
NT$310
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生物/賴
光祺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149-1 (平裝) NT$310
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英語.
1-4 冊/林筱雯, 陳伶, 朱子昀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2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42-2 (平裝)
NT$340
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地科. 第
5 冊/何嫚瑜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4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151-4 (平裝) NT$250
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國文.
1-4 冊/張家榮, 楊雅涵, 徐紫庭, 羅文
婕, 林蔚雲, 柯宇龍, 歐恩漪, 周駿城,
巽哥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100

2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141-5 (平裝) NT$340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理化.
3-4 冊/許光, 惟璽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4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144-6 (平裝) NT$330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數學.
1-4 冊/高哲, 郭怡靖, 曾典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0-143-9 ( 平 裝 )
NT$340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. 歷史.
1-4 冊/李允, 林佑儒, 弗利曼, 廖樂亮,
許浚騰,楊書濠, 魏信陵編著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4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346-4 ( 平 裝 )
NT$310
升國中新生入學測驗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387-6 (平裝)
不動產估價概要(不動產)/陳仕弘編
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4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49-3 (平裝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工程力學
(含工程力學概要、機械力學概
要))(105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祝裕,
程東, 張皓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9-89-3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工程數
學)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程逸
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59-6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工程數
學)(103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程逸
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63-3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文化資產
概論與法規)(97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
型)/洪澤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9-72-5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公共經濟
學)(100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王喆
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84-8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本國文學
概論(含本國文學概要))(101-109 年
試題)(申論題型)/李華著 .-- 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73-2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半導體工
程)(99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袁大
為, 劉強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9-81-7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地方自治
概要)(103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文
遠等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60-2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地方政府
與政治(含地方自治概要))(103-109 年
試題)(申論題型) 文遠等著/文遠等
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61-9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行政法
(含行政法概要))(107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陳理, 程楊, 鄭瑋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92-3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行政法
(含行政法概要))(107-109 年試題)(測
驗題型)/陳理, 程揚, 鄭瑋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94-7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計算機概
要)(105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張逸,
陳峻楓, 羅文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9-93-0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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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)(104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林禾, 林靖, 李祥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77-0 (PDF)
公 職 考 試 2021 試 題 大 補 帖 ( 商 事
法)(102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文心
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90-9 (PDF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通信與系
統(含通信系統概要、通訊系
統))(100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余宏,
時越, 項揚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9-85-5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統計學
(含統計學概要))(105-09 年試題)(申
論題)/張翔, 張璇, 徐明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69-5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稅務法規
(含稅務法規概要))/何菲, 張天啟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82-4
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稅務法規
( 含 稅 務 法 規 概 要 ))(103-109 年 試
題)(測驗題型)/何菲, 張天啟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86-2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普通科目
(國文、法學知識、英文、綜合法政
知識))(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楊華
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91-6 (PDF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運輸管理
學(含運輸管理學概要))(106-109 年試
題)/趙敏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9-74-9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輸配電學
概要)(99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蔡
宏恩等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64-0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環境化學
與環境微生物學(含環境微生物學概
要 、 環 境 化 學 概 要))(102-109 年 試
題)(申論題型)/王瀚, 石濤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88-6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: 熱力學
(含熱工學、熱力學與熱傳學)(103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林禾, 李祥,
姜伯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49-7 (PDF)
公職考試: 公職小六法/廖震編 .-- 九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150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-72-7 (平
裝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電子學
(含電子學概要、電子學與電路
學))(106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袁大
為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95-4 (PDF)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公共經濟
學)(102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. 2021/
王喆, 牧翰, 周詳, 張天啟, 張智凱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13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5-02-4 (平裝) NT$250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會計學
(含會計學概要))(103-109 年試題)(申
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心理學(含心
理學概要)). 2021(106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張心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3 .-- 224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79-52-7 ( 平 裝 )
NT$360

論題型)/Szarnya 等著 .-- 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9-62-6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資料庫應
用(含資料庫應用概要))(102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林偉, 張逸, 羅文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78-7
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資通網路
(含網路原理與應用))(103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林偉等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79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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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通信與系統
( 含 通 信 系 統 概 要 、 通 訊 系 統 )).
2021(100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時
越, 項揚, 余宏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32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51-0 (平裝)
NT$490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統計學(含統
計學概要)). 2021(105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張翔, 張璇, 徐明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320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671 (平裝) NT$450
*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/韋伯編著 .-[七版]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3 .-- 4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748-8 (平裝) NT$520
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/翊銜編著 .-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57-6 (平裝)
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/翊銜著 .-- 第
五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357-3 (PDF)
台中捷運四合一極速衝榜合輯/司馬
明, 全道豐, 郭靖, 崔容載編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58-78-9 (PDF)
民用航空法/胡劭安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18-1 (PDF)
民法(概要)測驗題完全制霸/李律師
編著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6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584-5 (平裝) NT$550
民法(親屬.繼承)/許恒輔編著 .-- 23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7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02 (平裝) NT$600
民事訴訟法一本通/許恒輔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41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19 (平裝) NT$450
民法概要/羅揚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44-8 (EPUB)

民法債編. I/張志朋編著 .-- 19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- 6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79-1 (平
裝) NT$650

生涯大贏家. 3, 學習歷程檔案/大考
通訊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, 11003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655-3 (平裝)

民法債編. II/張志朋編著 .-- 19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47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93-7 (平
裝) NT$550

台電(股)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甄試: 儀
電運轉維護類(課文版). 2021/陳震,
陳新, 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268-2 (全套:平裝)

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/洪正, 李由
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46-2 (EPUB)
民事與刑事訴訟法搶分小法典/三民
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544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36-3 (平
裝)
民法歷屆試題精解(含:108-99 年)/徐
裕唐編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03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589-0 (平裝) NT$420
民法總則(轉學考)/柳宿一編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3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7-18-4 ( 平 裝 )
NT$220
司律第一試大科定江山. 2021: 行政
法極重點整理+經典題演練/孫權編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4 .-- 7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22-1 ( 平 裝 )
NT$680
生活情境日本語= ドコデモ日本語/
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材編輯委
員會作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
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538-0 (第 1 冊:平裝)

民法概要/蔡志雄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4 .-- 45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52-6 (平
裝) NT$450

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
試題精要/圖研社編著 .-- 十二版 .-新北市 : 科友, 11004 .-- 4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14-1 (平裝)

民法概要(不動產)/羅揚編著 .-- 十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 5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28-8 (平裝)

生涯大贏家. 1, 多元入學/大考通訊
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3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53-9 (平裝)

民 法概要測 驗題一本 通 /李律師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3 .-- 6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583-8 (平裝) NT$550

生涯大贏家. 2, 探索 18 學群/大考通
訊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003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654-6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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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台電-法學緒論(大意). 110 版/程怡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3 .-- 9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751-8 (平裝) NT$680
台電企業管理測驗題庫 Q&A(含非測
驗式試題). 110 版/公孫策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- 6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55-6 (平
裝) NT$620
台電雇員綜合行政五合一題庫/三民
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45-5 (EPUB)
台電雇員綜合行政五合一題庫攻略/
三民輔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4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29-5 (平
裝)
台電新進僱員(機械運轉維護/修護)
考前速成題庫(國文、英文、物理、
機械原理). 110 版/李楓, 顏弘, 信飛,
陳廣明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3 .-- 6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43-3 (平裝) NT$6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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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鼎文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58-71-0 (PDF)
*台電新進僱員題庫(電機運轉維護/
修護)考前速成(國文、英文、電工
機械、基本電學). 110 版/李楓, 顏弘,
古正信, 程金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3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42-6 ( 平 裝 )
NT$620
台電新進僱員題庫(輸、配電線路/
變電設備維護)考前速成(國文、英
文、物理、輸配電學、基本電學).
110 版/李楓, 顏弘, 信飛, 程金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- 75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440 (平裝) NT$700

百大釋字考點整理&口訣記憶故事
串聯/王爵, 王為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4 .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7-17-7 (平裝) NT$500
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. 數學. 1-4 冊/李
數, 吳倍加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4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148-4 (平裝) NT$330
*地方政府與政治(含地方自治概要)
秒速記憶/劉秀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- 35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49-5 (平
裝) NT$550
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92-0 (平裝)
NT$55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006 (平裝) NT$650

行政法. I/黃律師編著 .-- 11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84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94-4 (平裝)
NT$680

名師壓箱秘笈: 教育測驗與統計(含
概要)數位課程/舒懷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84-2 (PDF)

行政法重點體系/翔律師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- 6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777 (平裝) NT$600

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: 生物模
模考/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育達文化, 11004 .-- 11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18-81-4 (平
裝)

行政法題型破解/周董, 周凌著 .-- 十
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3 .-- 6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385 (平裝) NT$690

好好學地球科學學測總複習講義/吳
嘉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03 .-- 2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41-2 (平裝) NT$350

行 政 學 大 意 ( 公 職 五 等 )/ 黃 彥 勳 編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3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34-9 (平裝)

刑法及刑事訴訟法/溫陽著 .-- 第十五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54-2
(PDF)

行政學大意攻略/高凱編著 .-- 九版 .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72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7-1 (平
裝) NT$600

刑法分則解題書/多律師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4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968 (平裝) NT$450

行政學大意解題一本通/高凱編著 .-六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5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08-8 (平裝) NT$550

刑事訴訟法爭點解讀/嵐律師編著 .-8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4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588-3 (平裝) NT$450

有害作業主管: 經典題庫解密/湯士
弘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004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728-4 (平裝) NT$220

刑事訴訟法概要/陳毅弘, 李由編著 .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3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35-6 (平裝)

老師開講: 證券交易法: 誠/董謙編
著 .-- 四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保 成 ,
11003 .-- 8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799-3 (平裝) NT$780

刑法總則(轉學考)/莊閎凱編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3 .-- 1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7-20-7 ( 平 裝 )
NT$220

老師解題 各國人事制度/郭如意編
著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
11003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802-0 (平裝) NT$580

考科. I, 貨幣銀行學/三民補習班名師
群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25-7 (EPUB)
考前 30 天: 警察法規概要/程譯編 .-ㄧ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3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19-1 ( 平 裝 )
NT$350
行政法. I/朱律師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- 656 面; 23 公

老師解題 現行考銓制度/郭如意編 .-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3 .-9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801-3 (平裝) NT$800
老師解題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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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8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14-6 ( 平 裝 )
NT$780
老師解題公務員法/郭如意編著 .-- 14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3 .-- 6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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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: 物理模
模考/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育達文化, 11004 .-- 7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18-79-1 (平裝)
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: 健康與
護理模模考/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育達文化, 11003 .-- 1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18-777 (平裝) NT$180
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: 生
物模模考/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育達文化, 11004 .-- 8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18-821 (平裝)
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: 物
理模模考/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育達文化, 11004 .-- 6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18-807 (平裝)
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: 健
康 與護理模 模考 / 全樺試務中心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育達文化,
11003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818-78-4 (平裝) NT$125
企業管理大意(內勤)/陳金城著 .-- 第
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248-4 (PDF)
企業管理(企業概論、管理學)1000
題. 2021 版/楊鈞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
典文化, 11004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5-737-6 ( 平 裝 )
NT$550
企業管理題庫熱門考點完全攻略/畢
斯尼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0-17-4 (PDF)
成語小達人. 中年級/陳惠芬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冊 .--

ISBN 978-986-333-468-2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69-9 (第 2 冊:
平裝)
成語小達人. 中年級/葉姿妤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3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705 (第 3 冊:平裝)
成語小達人. 中年級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471-2 (第 4 冊:平裝)
成語小達人. 低年級/顏怡欣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333-466-8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67-5 (第 2 冊:
平裝)
成語小達人. 高年級/黃惠美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3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729 (第 1 冊:平裝)
成語小達人. 高年級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473-6 (第 2 冊:平裝)
成語小達人. 高年級/莊明元, 黃惠美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33-4743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475-0 (第 4 冊:平裝)
身分法一本通/許恒輔編著 .-- 八版 .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2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9-5 (平
裝) NT$380
形音義小達人. 第 1 輯/林煥清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446 (平裝)
形音義小達人. 第 2 輯/林煥清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453 (平裝)
形音義小達人. 第 3 輯/林煥清, 呂芊
霈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46-0 (平裝)
形音義小達人. 第 4 輯/林煥清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477 (平裝)

形音義小達人. 基礎篇/林煥清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0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439 (平裝)
* 材 料 力 學 << 試 題 精 選 >>/ 林 盈 收
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,
11003 .-- 6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66-8-1 (平裝) NT$630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(B 版). 第五冊/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542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英文繪課室(A 版).
第三冊/蔡宜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4 .-- 6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53-5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B 版). 第五冊/
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48-1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B 版). 第五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64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504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 GO(A 版).
第一冊/李偉綾, 楊智民編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52-8 (平裝)
技 術 型 高 中 英 文 職 場 多 益 TOEIC
UP!(A 版). 第三冊/吳秀蘭, 謝采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47-4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習作. 1/許雯渝, 康
秀姿, 夏鑄, 吳欣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678-5 (平裝)

11005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9-3266-8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
領域英文(B 版). 第五冊/吳昱樺, 杜蒂
柔, 林秀真, 陳敏文, 陳曉菁, 楊凱全,
賴懿貞, 謝政倫, Ian Fletcher, Theodore
J. Pigott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
大, 11005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9-3265-1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
領域英文 B 版. 第五冊/劉宜君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8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419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美髮造
型實務. 上冊/陳惠芳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20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24-5 (平
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家政概
論/陳春茹, 侯素琴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03 .-- 262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1-7-3 (上冊:
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表現技
法實習/莫嘉賓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272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19-1 (上冊:
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數位影
像處理實習/呂建孟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育才國際文化, 11004 .-- 27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365-97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金融與證券投資實務/酆士昌, 郭永
舜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
11004 .-- 15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42-8-5 (平裝)

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1/蔡孟芳
等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5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55-9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商業概論. 上/王振洋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04 .-- 16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42-9-2 (平
裝)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
領域英文(A 版). 第五冊/王韻婷, 王櫻
珍, 林麗英, 張清秀, 章翔, 傅慈貞, 楊
慧君, 謝政倫, Ian Fletcher, Theodore J.
Pigott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,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程式語言與設計/何敏煌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04 .-- 20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1-66 (上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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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貿易英文實務/王孝溱, 儲開雯, 蔡秀
女, 孟筱倩, 羅慧萍, 王雅瑩, 李盈穎,
江雪真, 吳瑞翔, 黃品茲, 王珮珊, 張
美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, 11004 .-- 22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20-7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數位科技應用/柯進祥, 李權祐編著 .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台 科 大 圖 書 ,
11004 .-- 2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217-7 (下冊: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107 課
綱-農業資源應用實習/謝清祥, 郭義
汶, 廖明芳,林怡君, 賴宏亮, 傅炳山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,
11004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711-1 (上冊: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
電子學. 上/曹哲愷, 黃育泰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03 .-- 305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2-05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
微電腦應用實習/王國棟, 李勝寧, 宋
文財, 楊勝智, 蕭宋榮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04 .-- 29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1-9-7 (平
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械製圖
實習/鄭光臣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3 .-- 24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18-4 (上冊:
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械製
圖實習. 上/鄭光臣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03 .-- 24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1-8-0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(Light)數學 B1 教學
講義/林佩如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4 .-- 9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9-122-1 ( 平 裝 )
NT$250
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英文/黃玟
君, 蘇莉雯, 陳文隆, 陳文和, 黃百隆,
戴君樺, 林玉萍, 黃士真, 楊明珮, 李
亮萱, Nick Kembel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- 188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20-7 (第 5
冊:平裝) NT$330

投資型保險商品: [第一科＋第二科]
一次過關組合包/周大宇, 陳宜編著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78-8 (全套:
平裝)
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高分速成/三
民保險證照名師群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3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39-4 (平
裝)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51-1
(PDF)
法學緒論完全攻略/洪正, 李由編著 .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4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51-6 (平裝)
爭點 HERE 民事訴訟法/勝平, 瑞希
著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學 林 ,
11004 .-- 5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048-4 (平裝) NT$620

抉對選擇: 犯罪學/王瑀編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版, 11004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7-16-0 (平裝) NT$500

看 TED-Ed 學數學(教師用)/葉子榕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4 .-7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9294-0 (平裝) NT$120

周易的基礎刑法總則解題書/周易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004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247-2 (平裝) NT$450

英文(公職五等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
雲, 歐陽編著 .-- 十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46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32-5 (平裝)

社 區走一 走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08-5 (平裝)

英 文 四 合 一 閱 讀 題 組 100= 100
Conquering passages/鍾震亞, 周彩蓉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3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10-8 (平裝)

初等五等特考行政學大意最新重點
整理/邱紀華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3 .-- 9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30-7 (平裝)
NT$600

英文能力檢測輔導/文鶴編輯部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3 .-- 12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347 (平裝)

初等五等特考行政學大意歷屆題庫
完全攻略/陳均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3 .-- 9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29-1 (平裝)
NT$600

英 文 閱 讀 力 100= 100 Master your
reading/Pamela Hung, Angus James Bain,
Fu-Shi Lu, Jia-Lin Wu 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20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86-6 (平裝)

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(基本電學大
意). 2022(107-110 年初考試題)(測驗
題型)/陳澤, 張鼎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16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54-1 (平裝)
NT$250

英文翻譯與寫作講義/鄭翔嬬, 王靖
賢, 王郁惠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4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20-0 (平裝)

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(電子學大意).
2022(107-110 年 初 考 試 題 )( 測 驗 題
型)/鄧茗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3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9-53-4 ( 平 裝 )
NT$350
法 學 大 意 ( 初 等 五 等 考 試 )/ 胡 劭 安
編 .-- 二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鼎 文 ,
11003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0-22-8 (平裝)
法學大意焦點速成/章庠著 .-- 第十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105

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
一次過關/可樂著 .-- 第四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65-1 (PDF)
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.公民與社會/徐
千惠, 張子言, 李文正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3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19-4 (平裝)
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.地球科學/藍秀
茹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28-6 (平裝)
南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6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2-64 (平裝)
南版良師自然講義. 3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7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2-7-1 (平裝)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3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2-4-0 (平裝)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. 3/陳凱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8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2-57 (平裝)
政府採購法(概要)/紀律師編著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55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33 (平裝) NT$550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47-3 (平裝)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40-4 (平裝)
政治學秒速記憶/韋伯編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3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50-1 (平裝) NT$550
*政治學秒讀記憶/劉沛編著 .-- 第四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 3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47-1 (平裝) NT$500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02-2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039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08-4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14-5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091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152 (平裝)
食品加工實習/施明智, 陳春容, 鄭嘉
慶, 蔡宏儒, 涂政邦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23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627-5 (上冊:平裝)
食品加工實習. 上/施明智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47-3 (PDF)
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[課文版]/黃馬
克, 杜秦溫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380-1 (全套:平裝)
食品科學概論/蔡艾程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30-1 (平裝)
食品微生物實習/劉厚蘭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27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29-9 (上
冊:平裝)
食品微生物實習. 上/劉厚蘭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48-0 (PDF)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786-5 (PDF)
保險法規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3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2-31-8 (平裝)
高中化學大素養題本/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, 11003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667-6 (平裝)
高中物理大素養題本. 108 版/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4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737 (平裝)
高中國文補充教材/林皇德增修; 郭
純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20-7 (第 3 冊:平裝)
高中國文課堂裡的閱讀及思辨/黃琇
苓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33-5184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739-3 (第 1 冊:平裝)
高中國文隨身讀/宋裕, 王靖芬, 石德
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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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黃大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19-1 (第 3 冊:平裝)

面面觀數學 C 總複習講義/李旻哲, 喻
正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信樺文
化, 11003 .-- 3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605-71-0 (平裝) NT$375

高中異數學素養評量試卷及解析
(108 課綱、針對新課綱、涵括各版
本)/賴昱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
技, 11003 .-- 100 面; 4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8-099-9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180

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[課文版]/黃馬
克, 李明怡, 陳珮茹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04-7 (全套:平裝)

*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.數學/黃天賜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98-2 (第 1 冊:平裝)

穿越歷史時光屋/陳宇強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5 .-- 4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4-6-8 (平裝)
NT$75

*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.數學. 3A/黃天
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00-2 (平裝)

*架構式刑事訴訟法申論題庫 Q&A.
110 版/周昉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3 .-- 82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45-7 ( 平 裝 )
NT$620

高中數學習作甲/蘇啟寅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22-1 (第
1 冊:平裝)

建築工程管理技能檢定全攻略: 最詳
細甲乙級學術科試題解析/江軍, 陳
佑松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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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. I, 細
胞與遺傳. 108 版/董桂書, 莊雪芳, 林
利貞, 田依靜, 施芳斳, 劉翠華, 陳婉
茹, 林琬亭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
全華圖書, 11003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675-1 (平裝)
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. II, 生
命 的起 源與植 物體 的構造與 功能 .
108 版/董桂書, 莊雪芳, 林利貞, 田依
靜, 施芳斳, 劉翠華, 陳婉茹, 林琬亭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3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81-2 (平裝)

記帳士考試 記帳士考前 OK 啦. 110
版/蕭靖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4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54-9 (平裝) NT$660
記帳士歷屆試題.會計學概要/巫毓琪,
馬心屏(曾薔)編著 .-- 第 5 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32-1 (平裝)
NT$300

素養評量/姚如芬主編; 王瑞宇, 徐亦
礽, 葉舫伊編撰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
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, 11003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2-4-1 (平
裝)
高點圖解式法典: 民法(親屬、繼承)/
陳明珠編著 .-- 11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003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582-1 (平裝) NT$400

高中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. I, 力學
一. 108 版/吳建毅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4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74-4 (平裝)

記帳士證照 21 天速成/賦誠著 .-- 第
二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352-8 (PDF)

高點圖解式法典: 民事訴訟法/陳明
珠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4 .-- 64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599-9 (平裝) NT$580

高考、地方三等: 一般民政(課文版)/
陳俊文, 楊銘, 林志忠, 任穎, 蔡先容,
朱華聆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281-1 (全套:平裝)

記帳相關法規概要/柯憲榮編著 .-- 十
五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4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37-0 (平裝)

素讀.公民/林詩舷, 三民公民編輯小
組作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4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20-7 (第 1 冊:平裝)

高普: 運輸學歷屆分章申論題庫解題
本. 110 版/劉奇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數位出版, 11003 .-- 576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4-752-5 ( 平 裝 )
NT$640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. 4 上/
自然與生活科技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57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89-1 (平
裝)

高普考、地方三四等: 共同科目(課
文版)/敦弘, 羅格思, 章庠, 楊仁志, 德
芬, 林志忠, 張良, 方華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286-6 (全套:平裝)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. 五上
/自然與生活科技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6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59-7 (平
裝)

高普考、地方三四等: 共同科目(題
庫版)/穆儀, 羅格思, 章庠, 千華編委
會, 凱旋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285-9 (全套:平裝)

國小作文小博士. 3 上/杜麗絹, 鄭碧
招, 閻如玉, 陳彗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462-0 (平裝)

高考、地方三等: 人事行政(課文版)/
許南雄, 楊銘, 林志忠, 任穎, 李振濤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767 (全套:平裝)
高考、地方三等: 戶政(課文版)/林志
忠, 張瀚騰, 任穎, 紀相, 成宜霖, 羅格
思, 朱華聆, 陳月娥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282-8 (全套:平裝)
高考、地方三等: 教育行政(課文版)/
林志忠, 舒懷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275-0 (全套:平裝)
高考、地方三等: 勞工行政(課文版)/
陳月娥, 林志忠, 王志成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280-4 (全套:平裝)
高考、地方三等一般行政(課文版)/
陳俊文, 楊銘, 林志忠, 任穎, 蔡先容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266-8 (全套:平裝)

高 普法學 緒論 (大 意)秒 速記 憶 (QR
Code 版) .110 版/陳治宇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- 384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41-9 (平
裝) NT$550
烘焙食品加工實習/丁秀娥, 施明智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4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28-2 (上冊:平裝)

原來讀書可以這樣做. 2. 108 課綱篇/
劉駿豪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68-8 (EPUB)

烘焙食品加工實習. 上/丁秀娥, 施明
智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49-7 (PDF)

格鬥!公務員法/良文育程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3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245-8 (平裝) NT$450

高普會計學數位課程/歐欣亞著 .-- 第
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249-1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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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作文小博士. 4 上/杜麗絹, 鄭碧
招, 閻如玉, 陳彗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463-7 (平裝)
國小作文小博士. 5 上/杜麗絹, 鄭碧
招, 閻如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4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64-4 (平裝)
國小作文小博士. 6 上/杜麗絹, 鄭碧
招, 閻如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4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65-1 (平裝)
國小社會課堂練習. 4 上/社會領域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88-4 (平裝)
國小社會課堂練習. 5 上/社會領域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
11004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38-2 (平裝)
國小國語重點複習. 6 上/康軒國語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77-1 (平裝) NT$75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5 上/語文領域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51-8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(教師用). 1
年級/陳美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25-9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(教師用). 2
年級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627-3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(教師用). 3
年級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629-7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(教師用). 4
年級/黃麗寶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31-0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(教師用). 5
年級/郭昇欣, 黃麗寶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33-4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(教師用). 6
年級/黃金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35-8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. 1 年級/陳
美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26-6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. 2 年級/翰
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5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28-0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. 3 年級/翰
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30-3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. 4 年級/黃
麗寶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32-7 (平裝)
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. 5 年級/郭
昇欣, 黃麗寶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34-1 (平裝)
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. 6 年級/黃
金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36-5 (平裝)
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. 1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48-4 (平裝)
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. 2 年級/胡婉君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49-1 (平裝)
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. 3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50-7 (平裝)
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. 4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51-4 (平裝)
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. 5 年級/林鳳儀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52-1 (平裝)
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. 6 年級/林鳳儀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53-8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(教師用). 1 年級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70-2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(教師用). 2 年級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72-6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(教師用). 3 年級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74-0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(教師用). 4 年級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76-4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(教師用). 5 年級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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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78-8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(教師用). 6 年級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80-1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. 1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71-9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. 2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73-3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. 3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75-7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. 4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77-1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. 5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79-5 (平裝)
國小數學勝算 120 回. 6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81-8 (平裝)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5 上/數學領域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05-8 (平裝)
*國小數學歷屆試題暨解析/呂興, 陳
明編著 .-- [第十二版]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- 50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40-2 (平裝)
NT$650
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. 1 年級/胡婉君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60-3 (平裝)
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. 2 年級/胡婉君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61-0 (平裝)
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. 3 年級/胡婉君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62-7 (平裝)
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. 4 年級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63-4 (平裝)
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. 5 年級/林鳳儀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64-1 (平裝)
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. 6 年級/林鳳儀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65-8 (平裝)
國小閱讀智慧王. 中年級/賴榮興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33-501-6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502-3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503-0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504-7 (第 4 冊:平裝)
國小閱讀智慧王. 低年級/賴榮興, 許
玉蘭, 陳惠芬, 王嘉蜜, 沈珍貝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333-497-2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99-6 (第 3 冊:
平裝)
國小閱讀智慧王. 低年級/賴榮興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33-498-9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500-9 (第 4
冊:平裝)
國小閱讀智慧王. 高年級/賴榮興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33-505-4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506-1 (第 2
冊:平裝)
國文(公職五等)/陳雲飛編著 .-- 十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 5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33-2 (平裝)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(教師
用). 3/林柏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76-1 (平裝)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. 3/林柏
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77-8 (平裝)

國文大衝刺/陳修齊, 黃沛縈, 張硯涵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25-5 (平裝)

國文統測複習精戰 20 週/陳晉, 吳艾,
王晉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21-7 (平裝)

國文分類彙整暨各校試題詳解/李華
編 著 .-- 四 版 .-- 新 竹 市 : 偉 文 ,
11004 .-- 5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79-7-7 (平裝) NT$700

國文閱讀文選. 1/張政偉, 吳仁昌, 吳
慧貞, 陳菀萱, 簡秀雯編著; 林淑芬主
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1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57-3 (平裝)

國文主題大進擊/聚瀚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3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65-5 (平裝)
NT$450
國中先修教材英語/金安英語編輯群
編 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11003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261-0 (平裝) NT$140
國中先修教材數學/金安數學編輯群
編 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11003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262-7 (平裝) NT$140
國中英語 Focus 閱讀素養力. Level
2/Virginie Su, Shane Lin, Henry
Laurance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4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152-1 (平裝)
國中英語閱讀學片語: 國中必備 300
片語/馮景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
德文教, 11004 .-- 22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9-64-5 ( 平 裝 )
NT$299
*國中國文科閱讀測驗題組: 白話文/
國中國文科教研會編著 .-- 第 3 版 .-臺南市 : 光田, 11003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81-761-0 (平裝)
NT$185
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(詳
解). 閱讀篇/王祈堯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4 .-- 1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319 (平裝) NT$70
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(題本
+簡答). 閱讀篇/王祈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4 .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5-30-2 (平裝)
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(題本
+簡答). 聽力篇/王祈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4 .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23-4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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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小學客家語. 第五冊/吳秀美, 徐
汎平, 徐敏莉, 賴玉英編撰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真平企業, 11006 .-- 150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75-59-9 (平
裝)
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. 第 1 冊/林
美慧, 湯麗鈺, 賴桂玉編撰 .-- 三版 .-臺南市 : 真平企業, 11006 .-- 11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75-54-4 (平
裝)
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. 第 3 冊/林
美慧, 湯麗鈺, 賴桂玉編撰 .-- 再版 .-臺南市 : 真平企業, 11006 .-- 1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75-55-1 (平
裝)
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. 第五冊/
吳秀美, 徐汎平, 徐敏莉, 賴玉英編
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企業,
11006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075-60-5 (平裝)
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. 第 5 冊/馮輝岳,
劉咨廷, 魏良雄, 徐碧美, 羅秀玲編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8 .-- 1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5-763-4 (平裝)
國民小學新挑戰生活學習評量. 1 上/
丁思與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12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84-9 (平裝) NT$250
國民小學閩南語. 第一冊(臺羅版)/李
勤岸總編輯 .-- 三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
企業, 11006 .-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075-56-8 (平裝)
國民小學閩南語. 第五冊(臺羅版)/徐
建華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
企業, 11006 .-- 15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075-58-2 (平裝)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 11 冊/
黃勁連總編輯 .-- 三版三刷 .-- 臺南
市 : 真平企業, 11006 .-- 16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075-53-7 (平裝)
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 7 冊/黃
勁連總編輯 .-- 四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
企業, 11006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075-51-3 (平裝)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 9 冊/黃
勁連總編輯 .-- 四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
企業, 11006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075-52-0 (平裝)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一冊/
李勤岸總編輯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真
平企業, 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6075-57-5 (平裝)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五冊/
徐建華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真
平企業, 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6075-61-2 (平裝)
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. 第 1 冊/王昭華,
吳令宜, 廖輝煌, 王秀容編寫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3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436 (平裝)
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. 第 5 冊/王昭華,
廖輝煌, 王秀容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5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42-9 (平裝)
國 民 小 學 課 本 Hooray. 第 三 冊 =
Hooray student book. 3/英語領域編輯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37-2 (平裝)
*國民中學科技活動紀錄簿 .2 下/江
天瑋, 周家卉, 林德圭, 吳佩珊, 陳立
庭, 蔡勝安編撰; 李啟龍, 張玉山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2 .-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200-9 (平裝) NT$84
*國民中學科技活動紀錄簿. 1 下/周
家卉, 陳立庭, 董怡松, 廖昭彥, 蔡勝
安, 謝其杰編撰; 張玉山, 王子華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2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196-5 (平裝) NT$80
*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: 生活科技.
1 下/張玉山主編; 周家卉, 陳立庭, 蔡
勝安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2 .-- 2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241-2 (平裝) NT$252
*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: 生活科技.
2 下/張玉山主編; 周家卉, 陳立庭, 蔡
勝安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
11002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243-6 (平裝) NT$240
*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: 資訊科技.
1 下/董怡松, 廖昭彥, 謝其杰編撰; 王
子華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2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199-6 (平裝) NT$188
*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: 資訊科技.
2 下/江天瑋, 林德圭, 吳佩珊編撰; 李
啟龍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2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197-2 (平裝) NT$196
*國民中學科技課本. 1 下/周家卉, 陳
立庭, 董怡松, 廖昭彥, 蔡勝安, 謝其
杰編撰; 張玉山, 王子華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2 .-- 2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201-6 (平
裝) NT$240
*國民中學科技課本. 2 下/江天瑋, 周
家卉, 林德圭, 吳佩珊, 陳立庭, 蔡勝
安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213-9 (平裝) NT$272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一冊( 1
上)/黃香萍, 黃谷臣, 陳厚諭, 林淑惠,
黃智勇, 謝芳怡, 邱得全, 蕭玉琴, 高
嬅, 江麗玉, 沈淑貞, 蔡政杰, 王君豪,
夏語婷, 朱元珊, 蔡宜螢編寫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801 (平裝)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五冊(3
上)/柯佳伶, 丁翠苓, 楊佳琇, 程峻, 陳
柏蓉, 梁嘉音, 邱得全, 黃欽永, 高嬅,
邱寵萱, 鄭庭雨, 劉芸函, 郭思妘編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5-781-8 (平裝)
基本護理學口袋書/游麗娥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2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26 (平裝) NT$320
基本護理學經典題型解析/陳雅玲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3 .-- 8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587-6 (平裝) NT$680
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政歷屆試題詳
解/游麗娥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
點文化, 11004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69-595-1 ( 平 裝 )
NT$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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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 合 & 閱 讀 題 解 題 聖 經 ( 詳 解 )=
Breakthrough English: reading practice
with hybrid questions/王祈堯總編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空 中 美 語 文 教 ,
11004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5-25-8 (平裝) NT$100
混合&閱讀題解題聖經(試題本+解
答 本)= Breakthrough English: reading
practice with hybrid questions/王祈堯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
教, 11004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5-24-1 (平裝) NT$400
這次一本警察法規選擇題/謝安, 小
約翰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
位文化, 11004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464-250-2 ( 平 裝 )
NT$450
康版 i 學習. 公民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7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51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公民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6-8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82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英語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9-9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0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20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國文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3-7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4-60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歷史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4-7-7 (平裝)
康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6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2-88 (平裝)

康版良師自然講義. 3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7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2-9-5 (平裝)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343 (平裝)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. 3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2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35-0 (平裝)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3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2-2-6 (平裝)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. 3/陳凱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8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2-33 (平裝)
透明的刑法. 分則編/張鏡榮編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581-4 (平裝) NT$500
透明的刑法. 總則編/榮律師編著 .-- 3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- 5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906 (平裝) NT$550
動物飼養實習. I/許振忠, 劉玉芳, 徐
銘辰, 陳亭蓉, 陳茵茵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10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17-6 (平裝)
動物飼養實習. I/許振忠, 劉玉芳, 徐
銘辰, 陳亭蓉, 陳茵茵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30-5 (PDF)
動物飼養實習. II/許振忠, 劉玉芳, 徐
銘辰, 陳亭蓉, 陳茵茵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10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18-3 (平裝)
動物飼養實習. II/許振忠, 劉玉芳, 徐
銘辰, 陳亭蓉, 陳茵茵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31-2 (PDF)
動物飼養實習. III/江信毅, 林易聖, 張
郁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32-9 (PDF)
動物飼養實習 III/江信毅, 林易聖, 張
郁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19-0 (平裝)
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46-6 (平裝)

晟, 黃浩勳, 曾期星, 曾碩彥, 劉彥伶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3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24-5 (平裝)
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39-8 (平裝)

教師資格考試: 專業科目建構反應素
養導向試題作答祕笈/吳明隆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23-7 (PDF)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01-5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008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06-0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12-1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077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138 (平裝)
這是一本刑法選擇題/周易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3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244-1 (平裝) NT$450
這 是一本行 政法解題 書 /磯貓人編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004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246-5 (平裝) NT$450
這是一本身分法解題書/輕愉編著 .-七 版 .-- 臺 北 市 :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,
11004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249-6 (平裝) NT$450
速素好 EASY.讀霸從 ZERO 到 HERO/
宋怡慧, 吳昌諭, 祝育晟, 黃浩勳, 曾
期星, 曾碩彥, 劉彥伶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3 .-- 14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25-2 (平裝)
速 素 好 EASY. 讀 霸 從 ZERO 到
HERO(教師用)/宋怡慧, 吳昌諭, 祝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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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甄試系列: 國小教甄複試[跟著
何校長]組合包/何元亨, 教甄金榜作
者群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719 (全套:平裝)
透視學測. 化學/各校名師聯合解題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8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23-1 (平
裝)
透視學測. 生物/各校名師聯合解題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24-8 (平
裝)
透視學測. 地球科學/各校名師聯合
解題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125-5 (平裝)
透視學測. 物理/各校名師聯合解題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22-4 (平
裝)
透視學測. 數學 A+B/吳泓誼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30-9 (平裝)
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/江淑真, 朱
珍珍編輯 .-- 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啟芳,
11004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97-6-5 (上冊:平裝) NT$260
麻辣公民與社會麻辣複習講義. 1-4
冊/方雩, 洪雋典, 鄭淳方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18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238 (平裝) NT$310
麻辣公民與社會勝經複習講義. 1-4
冊/言晧, 陳書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1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30-6 (平裝)
NT$280
麻辣生物麻辣複習講義/自然科編輯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5 .-- 2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25-2 (平裝) NT$330

麻辣生物勝經複習講義/自然科編輯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5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27-6 (平裝) NT$310
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: 看這本就夠了
/翊銜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356-6 (PDF)
麻辣地理麻辣複習講義. 1-4 冊/楊仁
佐, 陳秀鳳, 陳鈞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1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21-4 (平裝)
NT$310
麻辣地理勝經複習講義. 1-4 冊/于捷,
吳青耘, 俞詩琳, 郝薇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1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28-3 (平
裝) NT$280
國際私法/劉韋廷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41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4-0 (平裝)
NT$500
麻辣英語麻辣複習講義. 1-4 冊/俞振
舟, 陳聆文, 阮翠蘭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27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52-8 (平裝)
NT$340
麻辣英語圖解 E 點通複習講義. 1-4
冊/蘇文賢, 彭明瑋, 劉昱成, 俞振舟,
吳宜蓁, 李德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28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16-0 (平裝)
NT$340
國語重點複習(含首冊). 1 上/康軒國
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6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83-2 (平裝)
國語重點複習. 3 上/康軒國語編輯小
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5-782-5 (平裝)
麻辣國文麻辣複習講義. 1-4 冊/王玉
芬, 張元慶, 簡易, 華子歆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26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511 (平裝) NT$340
麻辣理化麻辣複習講義. 3-4 冊/自然
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5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5-724-5 ( 平 裝 )
NT$330
麻辣國文勝經複習講義/鄭袖, 簡蕙
宜, 吳美珠, 葉朗, 顏婉玲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3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054 (平裝) NT$450
麻辣理化勝經複習講義. 3-4 冊/自然
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5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754-2 ( 平 裝 )
NT$320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. 3/曾芯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556-6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
3/柯晏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93-1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. 3/柯晏淩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94-8 (平裝)

貨幣銀行學大意/蔡經緯編著 .-- 十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29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913 (平裝) NT$400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
3/蔡豐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66-5 (平裝)

麻辣數學易點通複習講義. 1-4 冊/馮
梵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5-731-3 (平裝) NT$300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. 3/蔡豐謙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67-2 (平裝)

麻辣數學麻辣複習講義. 1-4 冊/陳威
理, 范庭亮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5 .-- 25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753-5 ( 平 裝 )
NT$340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(教師用). 3/翰
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36 面; 3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664-8 (平裝)

麻辣數學勝經複習講義. 1-4 冊/數學
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5 .-- 25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726-9 ( 平 裝 )
NT$330
麻辣歷史麻辣複習講義. 1-4 冊/程晞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5-722-1 (平裝) NT$310
麻辣歷史勝經複習講義. 1-4 冊/蔣昕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5-729-0 (平裝) NT$280
教學式講義國文(教師用). 3/宋裕審
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568-9 (平裝)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(教師用). 5/翰
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666-2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. 3/翰林教科書
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136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65-5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. 5/翰林教科書
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67-9 (平裝)
票據法/嚴盛堂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52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6-4 (平裝)
NT$480
國營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: 經濟部
新 進 職員 ( 企管 類) 共同 +專 業(104-

教學式講義國文. 3/宋裕審訂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20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69-6 (平
裝)

109 年試題)/Jacob Wu 等作 .-- 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50-3 (PDF)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
3/曾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55-9 (平裝)

109 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⼀版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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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: 經濟部
新 進 職員 ( 財會 類) 共同 +專 業(104-

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56-5 (PDF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: 經濟部
新 進 職員 ( 電機 類) 共同 +專 業(104109 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58-9 (PDF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: 經濟部
新 進 職員 ( 儀電 類) 共同 +專 業(104109 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57-2 (PDF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: 經濟部
新 進 職員 ( 機械 類) 共同 +專 業(104109 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55-8 (PDF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
進職員(化工製程類)共同+專業(104109 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75-6 (PDF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
進職員(化學類)共同+專業(103-109
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9-76-3 (PDF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
進職員(法務類)共同+專業(104-109
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9-83-1 (PDF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
進職員(環工類)共同+專業(104-109
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9-80-0 (PDF)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政風類)共同+專業. 2021(104-109
年試題)/李華, 紫彤, 楊華, Jacob Wu,
栗絲, 張天啟, 沈尚誼, 蕭峰, 陳理, 賽
利絲, 軒諭, 湛伸彥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264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68-8 (平裝)
NT$350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A1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04-8 (平裝)
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A2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05-5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A3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06-2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A4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07-9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C1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08-6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C2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09-3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C3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10-9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C4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11-6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E1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12-3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E2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13-0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E3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14-7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E4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15-4 (平裝)
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: 看這本就
夠了/陳玥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355-9 (PDF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一般民政(題庫版)/
郝強, 蔡力, 尹析, 賴小節編著 .-- 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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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08-5 (全套: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一般民政課文版套
書/林志忠, 賴小節, 朱華聆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12-2 (全套: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一般行政(歷屆試
題)/林志忠, 楊銘, 蔡力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09-2 (全套: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一般行政(題庫版)/
楊銘, 蔡力, 尹析, 賴小節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07-8 (全套: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一般行政課文版套
書/林志忠, 陳俊文, 賴小節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11-5 (全套: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人事行政課文版套
書/林志忠, 李振濤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16-0 (全套: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文化行政(歷屆試
題)/陳書翊, 陳嘉文, 潘雲, 蔡力, 吳姍
姍, 潘雲, 馬凌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310-8 (全套: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戶政課文版套書/
林志忠, 張瀚騰, 任穎, 紀相, 成宜霖,
羅格思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313-9 (全套: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教育行政課文版套
書/林志忠, 李振濤, 艾育, 舒懷編著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15-3 (全套:
平裝)
普考、地方四等: 勞工行政課文版套
書/林志忠, 陳月娥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14-6 (全套:平裝)
郵局內勤六合一題庫攻略/張啟新編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4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40-0 (平裝)
植物保護實習/楊秀珠, 黃莉欣, 黃珮
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20-6 (上冊:平裝)

植物保護實習. 上/楊秀珠, 黃莉欣, 黃
珮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33-6 (PDF)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. 3/陳震昌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540-5 (平裝)

稅法與實務/王如編著 .-- 十五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6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387 (下冊:平裝)

超級翰將講義. 國文(教師用). 3/吳錫
鴻, 步綻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62-4 (平裝)

郵政三法大意/程恭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- 32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563 (平裝) NT$420

超級翰將講義. 國文. 3/吳錫鴻, 步綻
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63-1 (平裝)

郵政內勤六合一 40 天速成/三民補習
班名師群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42-4 (EPUB)

勞動法文章速覽/游正曄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4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248-9 (平裝) NT$450

郵政外勤人員 4 合 1 速成總整理/得
勝, 羅然, 邵之驊, 嚴錚盛, 樂達, 杰魯
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3 .-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27-7 (平裝) NT$500

普通物理與化學概要/吳家銘, 蔚晴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48-6 (EPUB)

郵政考試企業管理測驗題庫 Q&A(含
非測驗式試題). 110 版/公孫策編著 .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57-0 (平裝) NT$620
喬律師的民訴選擇題/喬律師編著 .-五 版 .-- 臺 北 市 :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,
11004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251-9 (平裝) NT$450
雅思聽力聖經 (附英式發音
MP3)/Amanda Chou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倍斯特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95-2-3 (PDF)
超能力復習講義. 地理/盧昕彤, 李葶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4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392 (平裝)
超能力復習講義. 歷史/朱詩堯編著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3 .-- 33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38-5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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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562-9 (PDF)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3/
陳震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39-9 (平裝)

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.
第五冊= Physical education/方進隆, 卓
俊辰, 李佳融, 莊秀婉, 戴琇惠, 侯銀
華, 王永在, 余明錦, 何長仁, 施惠方,
林昕翰, 夏士傑, 歐靜潔, 黃玉娟, 李
嘉苓, 許晉祿, 李玉齡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育達文化, 11003 .-- 2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18-75-3 (平
裝)
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
領域體育/王鍵銓, 余春盛, 林侑瑋, 柯
玉貞, 洪國銘, 曾月如, 許銘雄, 楊仁
豪, 謝孟媚, 蘇靖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泰宇, 11003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692-97-1 (第 5 冊:平
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校自然科學領域地
球科學授課指引/游鎮烽, 許瑞榮, 饒
瑞鈞, 楊懷仁, 吳美琍, 曾建元, 林宗
祺, 黃雅琪, 蔡望生, 林孟勳. 郭妙靜.
劉厚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3 .-- 4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92-99-5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、技術型高級
中等學校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/陳閔
華 作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泰 宇 ,
11003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92-92-6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、技術型高級
中 等 學校 健康 與休 閒生 活 = Health
and leisure/蔡新茂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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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泰宇, 11003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692-91-9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物大素養題
本/[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]編輯部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714-7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物理授課指引/傅祖怡, 蔡志申, 陳忠
城, 蔡銘賢, 顏宏聿, 賴文哲, 羅焜哲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泰 宇 ,
11003 .-- 3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02-4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化學.V,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/
呂嘉興, 高貫洲, 張永佶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3 .-- 192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01-7 (平
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 A+課堂講義詳解本. III, 波
動、光及聲音/邱世寬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3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03-1 (平裝)
NT$50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
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運動與健康/
李彩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92-89-6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高中
歷史課堂講義. 一/韓子耘, 王清美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5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9290-2 (平裝) NT$250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
授課指引/趙祐志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泰宇, 11003 .-- 400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22-00-0 (第 1 冊:平
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歷史. I, 族群、性別與國家的歷史/王
維資, 吳燕秋, 徐文路, 郭美芬, 蕭道
中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95-5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隨身讀. 5/
宋裕, 王靖芬, 林皇德, 林麗雲, 卓翠
鑾, 涂釋仁, 徐孟芳, 徐秋玲, 陳智弘,
陳嘉英, 黃大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680-8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習作. 5/徐瑋婕, 陳薰磬, 盧
冠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40-2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. 5/黃文吉, 連
文萍, 劉德明, 李菁菁, 沈秀蓉, 莊溎
芬, 章瓈文, 郭志陽, 張青松, 黃士蔚,
楊姍錚, 葉淑芬, 簡君玲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3 .-- 19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368 (平裝) NT$335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語英文
高中英文銜接教材/鄭佩綺, 呂紹暉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46-3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. I,
現代社會與經濟/管中祥, 曾永清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3 .-- 1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21-4 (平裝) NT$330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
家政/李靜慧, 邱奕寬, 修奕嫺, 鄭忍嬌
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華興文化,
11003 .-- 2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91-3-2 (平裝)

稅務相關法規概要/施敏編著 .-- 17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79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057 (平裝) NT$650

*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. I,
波以耳實驗手札/蔡佳怡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3 .-- 5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713 (平裝)
*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. II,
波以耳實驗手札/蔡佳怡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3 .-- 2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72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/陳
清風, 廖森游, 董涵冬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3 .-- 17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35-1 (上
冊: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/許
志農, 黃森山, 陳清風, 廖森游, 董涵
冬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3 .-- 2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37-5 (上冊:平裝) NT$338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選修數學乙
教學講義/黃森山, 陳清風, 董涵冬, 方
璞政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32-0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250
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領域選修生物.
IV, 生態、演化與生物多樣性/林元
露, 王秀觀, 童禕珊, 趙振寰, 林峻緯
編著; 張永達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3 .-- 1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92-98-8 (平裝)

暑假國語研習營. 1 升 2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90-3 (平裝)
暑假國語研習營. 2 升 3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91-0 (平裝)
暑假國語研習營. 3 升 4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92-7 (平裝)
暑假國語研習營. 4 升 5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93-4 (平裝)
暑假國語研習營. 5 升 6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94-1 (平裝)
暑假國語研習營. 升小 1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89-7 (平裝)
暑假國數大滿貫. 1 升 2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88-3 (平裝)
暑假國數大滿貫. 2 升 3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89-0 (平裝)
暑假國數大滿貫. 3 升 4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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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4 .-- 6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90-6 (平裝)
暑假國數大滿貫. 4 升 5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91-3 (平裝)
暑假國數大滿貫. 5 升 6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6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92-0 (平裝)
結構學<<系統剖析>>/林冠丞作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, 11004 .-536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766-9-8 (上冊:平裝) NT$580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公民與社會/
劉彥廷, 楊博安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4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134-7 (平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化學/江選毅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54-5 (平
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生物/羅尹廷,
蘇雨菁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155-2 (平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地理/王靖茹,
于惠, 藍冠麟, 莊則威編著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4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133-0 (平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地球科學/傅
志強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156-9 (平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物理/高銘宏,
周柏遠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153-8 (平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國文/吳小唯,
林一壹, 品璇, 許芳菁, 許薇妮, 誠正
脩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6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316 (平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數學 A/梁勇能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583 (平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數學 B/梁勇能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2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590 (平裝)
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. 歷史/羅門, 莊
思琴, 曾翊宸, 林宜萱, 楊智雯, 朱茂
欣, 蔡宗憲, 林家儀, 蔡秉恆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0-132-3 (平裝)
超簡單數學 B 統測總複習講義/張能
維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4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39-9 (平裝) NT$388

會考 735 輕鬆讀複習講義. 數學. 1-4
冊/陳東崙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4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67-9 (平裝) NT$310

新思維歷史複習講義. 1-4 冊/張晟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63-1 (平裝) NT$280

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= New format
TOEIC model test/劉毅主編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學習, 11004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1-090-8 (第 17
冊:平裝) NT$150

會計審計法規.採購法/王上達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10-1 (平裝) NT$620

超簡單數學 C 統測總複習講義/吳維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4 .-- 3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30-6 (平裝) NT$400

新 初 檢 模 擬 試 題 ( 教 師 手 冊 ). 1=
GEPT Elementary level english listening
& reading tests/劉毅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學習, 11004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31-255-1 ( 平 裝 )
NT$100

新一代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基本
電學主題式學習講義. 下/黃慧容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3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222-1 (平裝)

新初檢模擬試題. 1= GEPT Elementary
level english listening & reading tests/劉
毅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學習,
11004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1-252-0 (平裝) NT$100

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: 化
工裝置篇升學寶典含解析/陳慎平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3 .-- 4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216-0 (平裝)

會計事務乙檢學科試題練習本/劉美
君, 徐細娟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臺北市 :
啟芳, 11003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97-3-4 (平裝) NT$285

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件原理跨
越講義/鍾義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42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25-2 (平裝)
新大滿貫英文總複習/陳敬安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2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853 (平裝)
新大滿貫複習講義公民與社會. 1-3
冊/金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3 .-- 3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09-2 (平裝)

新突破數學 B 統測總複習講義/祝謙
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4 .-- 3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31-3 (平裝)
新思維地理複習講義. 1-4 冊/陳順文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64-8 (平裝) NT$280
新思維英語複習講義. 1-4 冊/陳品豪,
Lucia Su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4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60-0 (平裝) NT$320

*新大滿貫複習講義歷史. 1-3 冊/葉語
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3 .-- 3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93-7 (平裝)

新思維國文複習講義. 1-4 冊/文冰, 王
瓊瑤, 惟璽, 江海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4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59-4 ( 平 裝 )
NT$320

會考 735 輕鬆讀複習講義. 英語. 1-4
冊/詹仲緯, 黃歆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金安, 11004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66-2 (平裝) NT$320

新思維理化複習講義. 3-4 冊/詹志偉
(理王)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3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62-4 (平裝) NT$280

會考 735 輕鬆讀複習講義. 理化. 3-4
冊/林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4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68-6 (平裝) NT$300

新思維數學複習講義. 1-4 冊/范宏亮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61-7 (平裝) NT$2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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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審計法規大意/王上達編著 .-- 24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54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118 (平裝) NT$520
會計學(含概要): 記帳士/賦誠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250-7 (PDF)
會計學. 三, 新攻略/盧奕(盧立博)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啟芳, 11004 .-256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697-7-2 (平裝) NT$310
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/陳奕如
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啟芳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697-41 (上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986-99697-5-8 (下冊:平裝) NT$300
會計學高分題庫/歐欣亞著 .-- 第七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53-5
(PDF)
會計學概要/孫妙雪編著 .-- 17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7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12-5 (平
裝) NT$650
新時代乙級數位電子學科題庫必通
解析/掌舵工作室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3 .-- 2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13-9 (平
裝)
新時代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
研讀範本/楊國榮, 林大賢編著 .-- 十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3 .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214-6 (平裝)
搶救初考國文特訓/徐弘縉著 .-- 第 8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302-3
(PDF)
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分類試題/徐弘縉
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
文化, 11003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263-7 (平裝)
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分類試題/徐弘縉
著 .-- 第 6 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301-6 (PDF)
運動與健康: 身體活動與體重管理/
元多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育達
文化, 11004 .-- 12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818-76-0 (平裝)
遊程規劃實務/鍾任榮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1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21-3 (上冊:
平裝)
遊程規劃實務. 上/鍾任榮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34-3 (PDF)
新無敵自修. 社會. 3/吳承泰, 劉鎮銘,
于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88-7 (平裝)
新無敵自修. 國文. 3/翰林國文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89-4 (平裝)
新無敵自修. 數學. 3/曾銀福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38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375 (平裝)
新無敵自修. 數學. 5/林炎銘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38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337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
3/王佳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57-3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. 3/王佳
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58-0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
3/林鏡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86-3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. 3/林鏡
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87-0 (平裝)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
3/弗利曼, 張麗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584-9 (平裝)

新講義. 自然/林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3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15-0 (第 3 冊:平裝)
NT$280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. 3/弗利
曼, 張麗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85-6 (平裝)

新講義. 數學/袁盛隆作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33-314-3 (第 3 冊:平
裝) NT$280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(教師用). 3/陳
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82-5 (平裝)

經濟學大意/蔡經緯編著 .-- 15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3 .-- 4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80-7 (平
裝) NT$450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. 3/陳宗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583-2 (平裝)

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/鄭桂芬編著 .-四版 .-- 臺北市 : 啟芳, 11004 .-- 3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97-89 (上冊:平裝) NT$300

新無敵實力評量. 國文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50 面; 39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07-2 (平裝)

試 題 篇 . 英 語 文 法 GoGoGo( 適 南
版)/Rita Hsu, Alex Chen 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20-4 (第 3 冊:
平裝) NT$140

新無敵實力評量. 數學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6 面; 3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79-2 (平裝)
農會招考農漁會國文(論文及應用
文)/李杰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鼎
文, 11004 .-- 2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25-9 (平裝)
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
析. 2021 版/林文恭研究室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85-8 (PDF)
道德思辨 bar/Grace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泰宇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692-96-4 ( 平 裝 )
NT$50
廉潔寶寶聯盟: 看到怪怪的請舉手
(勇敢吹哨): 幼兒廉潔教育教材/蕭淑
芬, 賴佳盈, 黃小珊, 林易青編輯委
員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風處,
11003 .-- 28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4-58-5 (平裝)
微積分歷屆試題詳解/陳仕軒編著 .-初版 .-- 新竹市 : 偉文, 11003 .-- 4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79-60 (平裝) NT$550
經濟部事業新進職員聯合招考[台電、
中油、台水、台糖]. 2021: 職業安全
衛生(課文版)/黃淑真, 陳麗玲, 劉永
宏, 陳毓軒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254-5 (全套:平裝) NT$2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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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題 篇 . 英 語 文 法 GoGoGo( 適 康
版)/Peter Chan, Lucy Sun 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18-1 (第 3 冊:
平裝) NT$140
試 題 篇 . 英 語 文 法 GoGoGo( 適 翰
版)/Rita Hsu, Lucy Sun 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19-8 (第 3 冊:
平裝) NT$140
試題篇. 數學(適康版)/郭熙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17-4 (第
3 冊:平裝) NT$150
試題篇. 數學科(適翰版)/簡啟祐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16-7 (第
3 冊:平裝) NT$150
微攝創視界= Miniature photography/
大喜視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
宇, 11003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92-88-9 (平裝)
新讀力時代/楊蕙瑜, 吳慧貞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5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924 (平裝)
語文小達人. 3 年級/顏怡欣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20 面;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58-3 (平
裝)
語文小達人. 4 年級/顏怡欣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59-0 (平
裝)

銀行儲備雇員甄試: 櫃台人員 銀行
辦事員(課文版)/德芬, 歐欣亞, 亭宣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382 (全套:平裝)

11003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24-5-1 (平裝) NT$243
數學推理訓練幼兒園大班/資優數學
教研會編著 .-- 第 3 版 .-- 臺南市 : 光
田, 11003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81-797-9 (平裝) NT$190

語文小達人. 5 年級/翁麗雅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60-6 (平
裝)

*網紅英語 2000 句 = Online celebrity
English 2000/劉毅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學習, 11001 .-- 249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31-352-7 ( 平 裝 )
NT$280

語文小達人. 6 年級/翁麗雅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61-3 (平
裝)

圖解刑法概要: 關鍵見解+精選試題
[司法]/南春白著 .-- 第 5 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273-6 (PDF)

數學歷年試題解析. 九: 107-109 年度
/歐昌豪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272-9 (PDF)

語文能力習作. 1/李美麗, 黃宜方, 彭
筠蓁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8 .-- 10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56-6 (平裝)

網路架設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. 2021
版/胡秋明, 李成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784-1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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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43-1
(EPUB)

臺灣飲食文化概論/陳泓旗, 劉正元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22-0
(PDF)

閱讀小達人. 中年級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33-435-4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36-1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37-8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438-5 (第 4 冊:平裝)

銀行內部控制與稽核人員高分速成/
金融證照名師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46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26-4 (平
裝)
銀行內部控制與稽核人員高分速成/
金融證照名師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47-9 (EPUB)
銀行招考: 英文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
歐陽編著 .-- 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補習班, 11001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9-142-6 ( 平 裝 )
NT$560
銀行英文精析攻略/郭靖著 .-- 八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0-15-0 (PDF)
銀行儲備雇員甄試: 金融人員 外勤
人員(課文版)/德芬, 徐弘縉, 歐欣亞,
亭宣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399 (全套:平裝)
銀行儲備雇員甄試: 國營/民營金融
銀行 櫃台人員(課文版)/德芬, 徐弘縉,
歐欣亞, 亭宣, 成在天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40-5 (全套:平裝)

數位科技/史蒂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鼎文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21-1 (PDF)
標竿高中英文文法寶典= Mastering
grammar: English for senior high school/
賴素如, Ian Crews, Tim Heebner 編著 .- 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標 竿 出 版 社 ,
11003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318-8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350
調查特考 2021 試題大補帖(法律實務
組(普通+專業))(105-09 年試題)/Jacob
Wu 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70-1 (PDF)
*調查特考試題大補帖(法律實務組
( 普 通 + 專 業 )). 2021(105-109 年 試
題)/Jacob Wu, 文心, 李華, 陳理, 紫彤,
筱喻, 鄭瑋, 賽利絲, 蕭峰, 魏合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 27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66-4 (平裝) NT$350

數學歷年試題解析. 九. 107-109 年度/
歐昌豪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4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252-1 (平裝)

閱讀小達人. 低年級/許玉蘭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333-431-6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32-3 (第 2 冊:
平裝)
閱讀小達人. 低年級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33-433-0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34-7 (第 4
冊:平裝)
閱讀小達人. 高年級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333-439-2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40-8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-441-5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3442-2 (第 4 冊:平裝)
閱讀好試多/彭采儀, 盧佳麟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3 .-1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138-2 (平裝) NT$250

樂理模擬考全真試題/學音工作室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學音工作室, 11006 .-192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9911-5-6 (平裝) NT$450

閱讀的 N 種題型/劉姿吟, 楊棣娟, 莊
媚怡, 張珮娟, 陳卓欣, 林韋婷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21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290 (平裝)

數學 B Focus 焦點講義(乙版). 一/烏
龍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
閱讀策略有地圖(教師用). 七/郭易審
訂; 曾復祺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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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林, 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348-7 (平裝)
閱讀策略有地圖(教師用). 八/郭易審
訂; 曾復祺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29-3 (平裝)
閱讀策略有地圖. 七/郭易審訂; 曾復
祺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349-4 (平裝)
閱讀策略有地圖. 八/郭易審訂; 曾復
祺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30-9 (平裝)
橘子 Lite 輕複習講義. 數學(教師用).
1-4 冊/陳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08-9 (平裝)
橘子 Lite 輕複習講義. 數學. 1-4 冊/陳
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09-6 (平裝)
橘子 Lite 輕複習講義理化(教師用).
3-4 冊/潘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34-4 (平裝)
橘子 Lite 輕複習講義理化. 3-4 冊/潘
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35-1 (平裝)
橘子複習講義. 生物/胡士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92 面;
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27-6 (平
裝)
橘子複習講義. 生物(教師用)/胡士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76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526-9 (平裝)
橘子複習講義. 英語(教師用). 1-4 冊/
胡淑芳, Vera 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649-5 (平裝)
橘子複習講義. 國文/適雲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35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69-3 (平
裝)
橘子複習講義. 國文(教師用)/適雲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3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668-6 (平裝)

橘子複習講義. 理化(教師用). 3-4 冊/
沐風, 蘇志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8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22-4 (平裝)
橘子複習講義. 理化. 3-4 冊/沐風, 蘇
志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23-1 (平裝)
橘子複習講義. 數學. 1-4 冊/林志翰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639-6 (平裝)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75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公民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4-4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0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169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國文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17-6 (平裝)

橘子複習講義. 歷史(教師用). 1-4 冊/
朱景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74-7 (平裝)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4-46 (平裝)

橘子複習講義. 歷史. 1-4 冊/朱景灝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675-4 (平裝)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4-5-3 (平裝)

憲法(轉學考)/于歆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,
11004 .-- 1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7-21-4 (平裝) NT$200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(教師用).
3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 ,
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32-9 (平裝)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336 (平裝)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(教師用).
3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 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24-2-2 (平裝)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(教師用).
5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 ,
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24-0-8 (平裝)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4-39 (平裝)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4-15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公民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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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20-6 (平裝)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21-3 (平裝)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5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183 (平裝)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. 3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6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19-0 (平裝)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5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5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36-7 (平裝)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. 5/陳凱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6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374 (平裝)
憲法秒速記憶. 110 版/宮井鳴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3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464 (平裝) NT$500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45-9 (平裝)
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38-1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24-8-4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4-91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04-6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10-7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053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114 (平裝)
學習方法系列: [國考入門必讀]必勝
保證組合包/開心公主, 黃柏, 王永彰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726 (全套:平裝)
機械原理(機械概論)題庫攻略/李非
凡, 劉育德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5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41-7 (平裝)
機械原理大意(鐵路)/李非凡, 劉育德
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03 .-- 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27-1 (平裝)
翰將複習講義.數學 A1-4 冊/高孟鍬,
陳妙澐, 馮駿林, 林逸南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333-414-9 (全套:平裝)
學測 1000 素養 X 混合題. 國文科(綜
合能力測驗)/王慧茹, 白瑩潔, 李怡廷,
張淑惠, 楊涵茹, 葉嵐瑄作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3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382-2 (平裝)

學測 4568 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
編. 英文科/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
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作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3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381-5 (平裝)

學測週計畫.歷史/黃錦綾, 汪栢年, 史
曜菖, 陳秀珍, 徐梅花, 安後暐, 郭子
儀, 劉欣, 陳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530-6 (平裝)

學測勝利組. 地理/洪敏勝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0-140-8 (平裝)

學測數學手寫筆記/高均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高均數學工作坊, 11004 .-10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356-6-9 (平裝) NT$399

學測週計畫.公民與社會/郭怡伶, 呂
仁傑, 何宇龍, 林起孝, 高慧如, 張子
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07-8 (平裝)
學測週計畫.生物/簡靖晟, 楊基仲, 朱
芳琳, 吳家進, 蔡任圃, 郭人仲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262 (平裝)
學測週計畫.地理/吳政霖, 莊婉瑩, 張
偉, 張淑惠, 林菲, 陳加奇, 甘丹, 莊宗
達, 彭佳偉, 菌搖, 昱良, 李明碩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0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085 (平裝)
學測週計畫.地球科學/魏芯, 張家齊,
鄭可萱, 蕭榛嫈, 楊善茜, 劉麗純, 何
玉婷, 黃德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4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87-3 (平裝)
學測週計畫.物理/郭芳旗, 張仁壽, 張
雅屏, 曾博淵, 陳俊榮, 楊憲忠, 賴彥
良, 許程迪, 李聖尉, 趙臨軒, 楊雅玲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1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17-7 (平裝)
學測週計畫.英文/方毓聖, 阜橙, 鄭佩
綺, 許瑛珍, 許書閔, 陳怡伶, 呂香瑩,
吳佳霖, 鄭斐真, 李俊文, 李嘉恩, 陳
美華, 石世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4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521-4 (平裝)
學測週計畫.國文/陳文吉, 張景妃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536-8 (平裝)
學測週計畫.數學 A. 1-4 冊/陳威理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523-8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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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測數學考點筆記/高均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高均數學工作坊, 11004 .-18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356-3-8 (平裝) NT$499
學測數學詳解筆記/高均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高均數學工作坊, 11004 .-128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356-4-5 (平裝) NT$399
學測數學關鍵字筆記/高均作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高 均 數 學 工 作 坊 ,
11004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56-5-2 (平裝) NT$399
學測歷屆試題.自然考科. 104-110 年/
吳隆枝, 黃建彰, 李咲, 許翠珍, 張立,
張智超, 游珮均, 郭人仲, 簡靖晟, 李
岱芬, 蕭榛嫈, 許瑋琇, 翁雪琴審訂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279 (平裝)
學測歷屆試題.社會考科. 104-110 年/
廖翠雰, 郭子儀, 陳秀珍, 陳蓉, 林菲,
周岳虹, 郭怡伶, 洪琪涵, 何宇龍, 劉
欣, 汪栢年, 張庭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33-418-7 (平裝)
*學測歷屆試題.英文. 104-110 年/劉
家宏, 李俊文, 黃淑凰, 潘怡卉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4 .-- 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457-6 (平
裝)
學測歷屆試題.國文. 104-110 年/涂釋
仁, 鄭睿衫, 洪菁穗, 陳春妙, 張英聲,
吳永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488-0 (平裝)
學測歷屆試題.數學. 104-110 年/李宜
展, 洪榮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4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17-0 (平裝)
縱橫天下事. 1, 課本: 華語新聞教材/
杜昭玫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766-5 (EPUB)

11003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36-5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

11004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70-9 (平裝) NT$340

縱橫天下事. 1, 課本: 華語新聞教材/
杜昭玫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774-0 (PDF)

雙向溝通. 數學(適翰版)/李二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1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35-8 (第
3 冊:平裝) NT$270

雙向溝通複習講義. 國文. 1-4/文冰,
王瓊瑤作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4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69-3 (平裝) NT$340

雙向溝通. 自然(適南版)/房角石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402 (第 3 冊:平裝) NT$250

雙向溝通公民輔導講義. 1-2 冊(適康
版)/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13-6 (平裝)
NT$130

雙向溝通複習講義. 理化. 3-4/詹志偉
(理王)作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4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72-3 (平裝) NT$330

雙向溝通. 自然(適康版)/慶隆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17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39-6 (第
3 冊:平裝) NT$250
雙向溝通. 自然(適翰版)/李品易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389 (第 3 冊:平裝) NT$250
雙向溝通. 英語(適南版)/Sean Huang,
Hugh Che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安, 11003 .-- 1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34-1 (第 3 冊:平裝)
雙向溝通. 英語(適康版)/Alex Chen,
Hugh Che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安, 11003 .-- 1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33-4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50
雙向溝通. 英語(適翰版)/Lucy Sun,
Hugh Che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安, 11003 .-- 1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24-2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50

雙向溝通公民輔導講義. 1-2 冊(適翰
版)/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12-9 (平裝)
NT$130
雙向溝通地理輔導講義. 1-2 冊/金安
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3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11-2 ( 平 裝 )
NT$130
雙向溝通自然輔導講義. 1-2 冊/金安
自然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3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02-0 ( 平 裝 )
NT$150
雙向溝通英語輔導講義. 1-2 冊/金安
英語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3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264-1 ( 平 裝 )
NT$150

雙向溝通. 國文(適南版)/文冰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1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23-5 (第
3 冊:平裝) NT$270

雙向溝通國文輔導講義. 1-2 冊/金安
國文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3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263-4 ( 平 裝 )
NT$150

雙向溝通. 國文(適康版)/周安沇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19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228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

雙向溝通複習講義. 公民. 1-4/孔揚
作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75-4 (平裝) NT$310

雙向溝通. 國文(適翰版)/徐芳薇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19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211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

雙向溝通複習講義. 生物/楊鈺雲作 .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- 2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761 (平裝) NT$340

雙向溝通. 數學(適南版)/吳倢臻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3 .-- 19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372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

雙向溝通複習講義. 地理. 1-4/陳順文
作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74-7 (平裝) NT$310

雙向溝通. 數學(適康版)/惟璽, 陳立
奇 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金 安 ,

雙向溝通複習講義. 英語. 1-4/陳品豪,
Lucia Sun 作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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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向溝通複習講義. 數學. 1-4/范宏亮
作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71-6 (平裝) NT$340
雙向溝通複習講義. 歷史. 1-4/張晟
作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73-0 (平裝) NT$310
雙向溝通數學輔導講義. 1-2 冊/金安
數學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3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292-4 ( 平 裝 )
NT$150
雙向溝通歷史輔導講義. 1-2 冊/金安
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3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03-7 ( 平 裝 )
NT$130
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: (一般業別)
結訓電腦測驗經典題庫解密(適用甲
乙丙種)/湯士弘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3 .-- 2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31-4 (平裝)
NT$300
醫學生理學/何宣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4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598-2 (平裝)
NT$500
醫檢師國考題詳解.. III, 臨床血清免
疫學與臨床病毒學/陳連城, 康情作 .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 6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597-5 (平裝) NT$650
證券分析師: 投資學: 新細說/林元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004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736-9 (平裝) NT$500
證券投資分析人員: 會計及財務分析:
重點整理 x 精選考題/劉憶娥編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3 .--

5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35-2 (平裝) NT$580
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CSIA.新細說證券
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/柳威廷編著 .-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4 .- 7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33-8 (平裝) NT$600
贏家世說新語 100 選/高振擇, 李孟鄰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82-2 (平裝)
贏家世說新語 100 選(教師用)/高振擇,
李孟鄰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81-5 (平裝)
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(教師用). level
1= Reading with joy/Annie Chan, June
Lee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90-0 (平裝)
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(教師用). level
2= Reading with joy/Annie Chan, June
Lee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31-3 (平裝)
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(教師用). level
3= Reading with joy/蔡佳禎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7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15-3 (平
裝)
贏 家 整 合 式 閱 讀 練 習 . level 1=
Reading with joy/Annie Chan, June Lee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91-7 (平裝)
贏 家 整 合 式 閱 讀 練 習 . level 2=
Reading with joy/Annie Chan, June Lee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32-0 (平裝)
贏 家 整 合 式 閱 讀 練 習 . level 3=
Reading with joy/ 蔡佳禎編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7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516-0 (平
裝)
警專國文滿分這樣讀數位課程/廖筱
雯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251-4 (PDF)

警察專科學校: 乙組(課文版)/李宜藍,
王傑, 黃柏欽, 倪明, 歐昌豪, 陳書翊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897 (全套:平裝)

魔法假期暑一暑. 5 升 6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85-9 (平裝)

警察專科學校: 甲組(課文版)/李宜藍,
倪明, 歐昌豪, 陳名, 曾禹童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70-2 (全套:平裝)

鐵路: 運輸學歷屆分章申論題庫解題
本. 110 版/劉奇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數位出版, 11003 .-- 576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4-753-2 ( 平 裝 )
NT$640

議題式的閱讀與思辨/陳嘉英, 卓翠
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528-3 (平裝)

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
合一/李杰, 郭靖, 廖震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35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-73-4 (平裝)

魔法假期暑一暑(教師用). 1 升 2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76-7 (平裝)

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
合一/李杰, 郭靖, 廖震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0-16-7 (PDF)

魔法假期暑一暑(教師用). 2 升 3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78-1 (平裝)

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
合一(事務管理)/胡劭安, 全道豐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38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-765 (平裝)

魔法假期暑一暑(教師用). 3 升 4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80-4 (平裝)
魔法假期暑一暑(教師用). 4 升 5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82-8 (平裝)
魔法假期暑一暑(教師用). 5 升 6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84-2 (平裝)
魔法假期暑一暑. 1 升 2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77-4 (平裝)
魔法假期暑一暑. 2 升 3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79-8 (平裝)
魔法假期暑一暑. 3 升 4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81-1 (平裝)
魔法假期暑一暑. 4 升 5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4 .-- 48 面; 27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483-5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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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
合一(事務管理)/胡劭安, 全道豐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23-5 (PDF)
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
合一(場站調車)/胡劭安, 梁實端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-758 (平裝)
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
合一(場站調車)/胡劭安, 梁實端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19-8
(PDF)
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
合一(運輸營業)/梁實端, 畢斯尼斯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874-1 (平裝)
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
合一(運輸營業)/梁實端, 畢斯尼斯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20-4
(PDF)
鐵路特考(課文版): 電力工程(佐級)/
邱樺, 歐森, 李宜藍, 陳新, 鄭祥瑞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27-6 (全套:
平裝)
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334-4 (全套:平裝)
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406-49 (全套:精裝)

鐵路特考(課文版): 事務管理(佐級)/
邱樺, 歐森, 李宜藍, 成宜, 白崑成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23-8 (全套:
平裝)

鐵路特考(題庫版): 電子工程(佐級)/
甄家灝, 陸冠奇, 高朋, 尚榜, 汪大成,
蔡力, 凱旋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335-1 (全套:平裝)

63 天/許禎允(허정윤)文; 高貞順圖;
莫莉譯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05-3-0
(PDF)

鐵路特考(課文版): 場站調車(佐級)/
白崑成, 邱樺, 歐森, 李宜藍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325-2 (全套:平裝)

鐵路特考(題庫版): 運輸營業(佐級)/
高朋, 尚榜, 陳金城, 汪大成, 蔡力, 凱
旋, 白崑成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287-3 (全套:平裝)

鐵路特考(課文版): 電子工程(佐級)/
陳震, 邱樺, 歐森, 李宜藍, 陳新編著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28-3 (全套:
平裝)
鐵路特考(課文版): 運輸營業(佐級)/
白崑成, 陳金城, 邱樺, 歐森, 李宜藍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245 (全套:平裝)
鐵路特考(課文版): 運輸營業(員級)/
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, 程馨, 駱英, 歐
恩, 白崑成, 陳金城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329-0 (全套:平裝)
鐵路特考(課文版): 機械工程(佐級)/
邱樺, 歐森, 李宜藍, 張千易, 周家輔
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269 (全套:平裝)
鐵路特考(課文版): 機檢工程(佐級)/
邱樺, 歐森, 李宜藍, 陳新, 祝裕編著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270-5 (全套:
平裝)
鐵路特考(題庫版): 事務管理(佐級)/
高朋, 尚榜, 汪大成, 蔡力, 凱旋, 張恆,
任穎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306 (全套:平裝)
鐵路特考(題庫版): 場站調車(佐級)/
高朋, 尚榜, 汪大成, 蔡力, 凱旋, 白崑
成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313 (全套:平裝)
鐵路特考(題庫版): 電力工程(佐級)/
陸冠奇, 高朋, 尚榜, 汪大成, 蔡力, 凱
旋, 鄭祥瑞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
鐵路特考(題庫版): 機械工程(佐級)/
何曜辰, 高朋, 尚榜, 汪大成, 蔡力, 凱
旋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320 (全套:平裝)
鐵路特考(題庫版): 機檢工程(佐級)/
何曜辰, 陸冠奇, 高朋, 尚榜, 汪大成,
蔡力, 凱旋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333-7 (全套:平裝)
驗光師考試全試題詳解. 109 年/王詩
嵐, 吳文馨, 沈仁翔, 林勝益, 林榮吉,
柯泰全, 徐浩恩, 郭怡君, 陳博昊, 陳
資嵐, 黃恒橋, 葉俊廷, 廖英傑, 趙振
程作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 11003 .-25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63-2 (平裝) NT$500
智力測驗/司馬明著 .-- 12 版 .-- 臺北
市 : 鼎文, 104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8-77-2 (PDF)

A myth through war and time/李欣穎著
作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李 欣 穎 ,
11003 .-- 15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96-3 (平裝) NT$360
Altar of the loyalty and bravery
temple/rewritten and translated by
Allison Chia-Yi Li; illustrated and edited
by Da-Cheng Elementary School .-- 臺北
市 : 冠唐國際圖書, 11004 .-- 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60-4-9 (平裝)
At the farm/author Felix Hong .-- 臺北
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3-3 (平裝)
Bath time/author Dina Jao .-- 臺北市 :
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506-209-5 (平裝)
Bob's new home/author Iris Wang .-- 臺
北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4-0 (平裝)
Buddy English. vol 14, all drivers are
great= 美語巴弟. 第十四冊, 偉大的司
機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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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183-9-8 (平裝附光碟片)

機械力學: 重點統整+高分題庫/林柏
超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283-5 (PDF)

Bunuh Mbanah Cipiq 小 紅 帽 / Ｗ alis
Ukan (張秋雄)主編; Kumu Basaw (谷
慕.巴紹)繪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賽德
克母語研發工作室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219-4-6 (PDF)

兒童讀物

Colors of the rainbow/author Young
Chow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
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212-5 (平裝)

101 種書的使用方法/朴善花著; 林建
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65-7 (EPUB)
101 種書的使用方法/朴善花著; 林建
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67-1 (PDF)
2021 爬一座故事山/唐麗芳總編輯 .-雲林縣 :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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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okies for everyone/author Leanne
Nicole So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 36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6-217-0 (平裝)
Guess. What is it?/author Young Chow .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02 (平裝)

Hidden pictures: 1-2-3 puzzles/art by
Mike Moran .-- 初版 2 刷 .-- 新北市 :
凱婕, 11003 .-- 23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90-3-3 (精裝)
Hidden pictures: ABC puzzles/illustrated
by Kelly Kennedy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
市 : 凱婕, 11003 .-- 23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90-4-0 (精裝)
Hidden pictures: playscenes/Illustrated
by Jannie Ho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
凱婕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290-1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06290-2-6 (第 2 冊:平裝)
Hot and cold/author Felix Hong .-- 臺北
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13-2 (平裝)
How can I help?/author Leanne Nicole
So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88 (平裝)
Hungry Jill/author Felix Hong .-- 臺北
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7-1 (平裝)
I am happy/author Alyona Prikhodko .-臺 北 市 : 凱撒 琳 , 11003 .-- 36 面 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26 (平裝)
Mini-encyclopedia English & Spanish/ .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翰輝教育科技,
11004 .-- 5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82-0-2 (精裝)
My five senses/author Dina Jao .-- 臺北
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6-4 (平裝)
NEW HOPE 長笛教材: 團體班專用教
材 長笛. 第二冊/陳永展作 .-- 高雄市 :
陳永展, 11003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697-0 ( 平 裝 )
NT$380
Seeds on the move/author Iris Wang .-臺 北 市 : 凱撒 琳 , 11003 .-- 36 面 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118 (平裝)
Shapes/author Felix Hong .-- 臺北市 :
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506-216-3 (平裝)
Show on!: Rabbit's mooncake/author
Joshua Hsiao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
11005 .-- 2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83-0-2 (平裝)

Speak plus+/author Reene Hsiao;
illustrator Michelle Chan .-- 新北市 : 貝
師特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98196-1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98196-2-6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98196-3-3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98196-4-0 (第 4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98196-5-7 (第 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98196-6-4
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981967-1 (全套:平裝)
The
Kiboomers/written
by
The
Kiboomers .-- 初版 3 刷 .-- 新北市 : 凱
婕, 11003 .-- 3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90-0-2 (第 1 冊:平裝)
We are marsupials/author Felix Hong .-臺 北 市 : 凱撒 琳 , 11003 .-- 36 面 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187 (平裝)
We have pets/author Alyona Prikhodko .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19 (平裝)
What time is it?/author Leanne Nicole
So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156 (平裝)
What will I be?/author Dina Jao .-- 臺北
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05-7 (平裝)
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8-15-1 (EPUB)
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. 第一輯/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
教育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39-69-6 (全套:平裝) NT$7500
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. 第二輯/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險公司編輯團隊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
教育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39-70-2 (全套:平裝) NT$7500
小 小地球 村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60-3 (平裝)
小小建築師/傑瑞.貝利, 莎蘭.泰勒作;
喬爾.德雷米, 莫雷諾.奇亞切拉繪; 穆
允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7-3763 (全套:精裝)
小手按按有聲書/葉佩娟編輯; 楊惠
婷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649-9 (全套:
精裝)
小手按按有聲書: 可愛動物/葉佩娟
編輯; 楊惠婷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4 .-- 12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648-2 (精裝)

Wheels/author Dina Jao .-- 臺北市 : 凱
撒琳, 11003 .-- 36 面; 20X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506-210-1 (平裝)

小手按按有聲書: 交通工具/葉佩娟
編輯; 楊惠婷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4 .-- 12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647-5 (精裝)

Where are the ants going?/author Iris
Wang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3 .-- 36
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199-9 (平裝)

小手按按有聲書: 英文歌謠/葉佩娟
編輯; 楊惠婷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4 .-- 12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645-1 (精裝)

Where do you live?/author Dina Jao .-臺 北 市 : 凱撒 琳 , 11003 .-- 36 面 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149 (平裝)

小手按按有聲書: 歡唱兒歌/葉佩娟
編輯; 楊惠婷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4 .-- 12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646-8 (精裝)

X 怪奇偵察隊. 2, 四個朣孔的小孩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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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16-8 (EPUB)

小牛頓科學讚/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
教育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39-71-9 (全套:平裝) NT$15000

X 尋寶探險隊. 28, 羅剎雪獅子: 西藏.
神山.獼猴/李國權作; 太陽兵團插畫;
王淑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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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牛頓博物館: 大自然生存法則: 食
物鏈/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
科學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9-73-3 (PDF)

小牛頓博物館: 非洲動物大遷徙/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
育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9-72-6 (EPUB) NT$250
小牛頓博物館: 青蛙不簡單/小牛頓
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9-75-7 (PDF)
小牛頓博物館: 狡猾的狐狸/小牛頓
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9-74-0 (PDF)
小可怪麻醉趣/高淑貞文; 蕭宇筑圖 .- 臺中市 : 二心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11-0-3 (PDF)
大自然動物小百科: 和昆蟲面對面=
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/奧莉維亞.
布魯克斯(Olivia Brookes)文; 藍.傑克
森(Lan Jackson)圖; 李美華翻譯 .-- 新
北市 : 九童國際文化, 11003 .-- 30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2-170-1 (精
裝) NT$300
大自然動物小百科: 和海洋動物面對
面= 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/奧莉
維亞.布魯克斯(Olivia Brookes)文; 藍.
傑克森(Lan Jackson)圖; 李美華翻譯 .- 新北市 : 九童國際文化, 11003 .-- 30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2-1718 (精裝) NT$300
大自然動物小百科: 和恐龍面對面=
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/奧莉維亞.
布魯克斯(Olivia Brookes)文; 彼得.大
衛.史考特(Peter David Scott)圖; 李美
華翻譯 .-- 新北市 : 九童國際文化,
11003 .-- 3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2-168-8 (精裝) NT$300
大自然動物小百科: 和動物面對面=
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/奧莉維亞.
布魯克斯(Olivia Brookes)文; 藍.傑克
森(Lan Jackson)圖; 李美華翻譯 .-- 新
北市 : 九童國際文化, 11003 .-- 30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2-169-5 (精
裝) NT$300
小花/趙自強, 徐琬瑩故事; 冉綾珮插
畫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兒童劇團,
11003 .-- 32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776-4-2 (精裝) NT$250

山坡上的綠色基地/李依澤圖.文 .-桃園市 : 桃市環保局, 11004 .-- 28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441 (精裝)
小欣的三好日記. 6/[三好泛娛動漫工
作室編繪]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57-583-1 (PDF)
小雨滴: 給 0-3 歲的律動兒歌/李紫蓉,
鄭榮珍, 張麗雪文; 何耘之, 林小杯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
11005 .-- 16 面; 16X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61-650-6 (精裝) NT$360
小凱的蝙蝠車/袁知芃文.圖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,
11005 .-- 5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1-290-9 (精裝) NT$360
上學去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36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755-9 (平裝)
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/孫易新著 .-- 臺
北市 : 浩域企管顧問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81614-5-0 (第 1 冊:平裝)
NT$150 .-- ISBN 978-986-81614-6-7 (第
2 冊:平裝) NT$150 .-- ISBN 978-98681614-7-4 (第 3 冊:平裝) NT$150
小貓可可上學去= Clover kitty goes to
kittygarten/ 蘿 拉 . 普 迪 . 薩 拉 斯 (Laura
Purdie Salas)著; 中田裕惠繪; 洪詩瑋
譯
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6 .-- 4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16-9 (精裝) NT$300
小學生快速提升閱讀能力的 14 堂課
/崔勝弼著; 林侑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61-9 (EPUB)
天才達文西的 STEAM 教室(科學 X
藝術)/馮季眉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快樂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339-1-7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960
今天天氣是屁股日/酒卷惠著; 林謹
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40-4 (EPUB)
今天天氣是屁股日/酒卷惠著; 林謹
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43-5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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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思議的基因大冒險/維多.庫塔爾
文; 博亞.阿貝申圖; 吳愉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005 .-- 4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3837 (精裝)
公 主 童 話 立 體 書 /North Paradc
Publishing Ltd 作; Samara Hardy 繪; 陳
乃鳳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7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639-0 (全套:
精裝)
公主童話立體書. 1, 白雪公主與七個
小矮人/North Paradc Publishing Ltd 作;
Samara Hardy 繪; 陳乃鳳譯 .-- 新北市 :
風車圖書, 11007 .-- 1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35-2 (精裝)
公 主 童 話 立 體 書 . 2, 小 紅 帽 /North
Paradc Publishing Ltd 作; Samara Hardy
繪; 陳乃鳳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7 .-- 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3-636-9 (精裝)
公 主 童 話 立 體 書 . 3, 睡 美 人 /North
Paradc Publishing Ltd 作; Samara Hardy
繪; 陳乃鳳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7 .-- 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3-637-6 (精裝)
公 主 童 話 立 體 書 . 4, 灰 姑 娘 /North
Paradc Publishing Ltd 作; Samara Hardy
繪; 陳乃鳳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7 .-- 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3-638-3 (精裝)
火 車嘟嘟 嘟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41-2 (平裝)
天堂的溫度/陳怡芳, 貝貝, 許信坤作;
陳怡芳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基督中
國主日, 11005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550-540-0 (精裝)
四大名著珍藏版/廖佳儀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28-75-1 (全套:
精裝) NT$2150
*幼幼數學圖畫書/潘人木, 李紫蓉,
王金選文; 曹俊彥, 張振松, 柯廷霖
圖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161-6391 (全套:精裝) NT$600
正向競爭情緒教育繪本套書/陳曉慧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,
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21-4760 (全套:精裝) NT$900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66-4 (EPUB)

外星人的便便卡住了/安英恩, 李珠
慧著; 鄭筱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339-8 (EPUB)

如果三隻小豬懂經濟學: 小學開始就
該懂的經濟學概念/朴元裴著; 林建
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68-8 (PDF)

外星人的便便卡住了/安英恩, 李珠
慧著; 鄭筱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341-1 (PDF)
去海邊/仲川道子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03 .-- 36 面; 23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00-9 (平裝)
NT$99
古詩帶你去探秘/DOWEL 創作中心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牛頓開發文
創 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426-0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06426-1-2 (第 2 冊:平裝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06426-2-9 (第
3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06426-3-6 (全套:平裝)

好玩的布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57-3 (平裝)
好規矩養成繪本套書/克里絲蒂安.瓊
斯, 貝絲.布瑞肯作; 理查.華生, 瑪莉
莎.莫蕾雅, 艾琳娜.艾利斯繪; 陳曉慧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21-4753 (全套:精裝) NT$1200
竹鹿關廟: 關廟古地名聯合創作短篇
繪本/許玓維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一
朵花文化創意工作室, 11005 .-- 6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8-0-3 (精
裝) NT$450

打貓-歡樂童年. 第 22 期/廖宏啟主
編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民雄文教基金
會, 11004 .-- 18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8171-7-9 (平裝) NT$250

好想好想見到你/宮西達也文.圖; 林
真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
11005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0-389-9 (精裝)

安 全小尖 兵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40-5 (平裝)

成語故事(趣味漫畫版)/童樂, 馮戈編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6047 (全套:平裝) NT$1120

早安晚安: 給 0-3 歲的自理兒歌/李紫
蓉文; 林小杯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信誼基金, 11005 .-- 16 面; 16X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51-3 (精裝)
NT$360

成語故事: 人物故事/童樂編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3 .-- 16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6009 (平裝) NT$280

百年經典小說.解謎遊戲二書合輯:
海底兩萬里 X 愛麗絲夢遊仙境/雅莉
珊 卓 . 雅 提 莫 斯 卡 (Aleksandra
Artymowska)作; 劉維人, 廖珮杏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果文創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277-2-5 (全套:
精裝) NT$920

成語故事: 文學故事(趣味漫畫版)/童
樂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03 .-- 1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602-3 (平裝) NT$280
成語故事: 生活故事(趣味漫畫版)/馮
戈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03 .-- 1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603-0 (平裝) NT$280

地底下有什麼？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44-3 (平裝)

成語故事: 歷史故事(趣味漫畫版)/馮
戈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03 .-- 1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601-6 (平裝) NT$280

如果三隻小豬懂經濟學: 小學開始就
該懂的經濟學概念/朴元裴著; 林建
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
守護大海的人/玉米辰作 .-- 初版 .-臺 北 市 : 交通 部 , 11004 .-- 48 面 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855 (精裝) NT$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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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變的紙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36-8 (平裝)
我 才 不 要 安 靜 !/ 蘿 拉. 艾 倫. 安 德 森
(Laura Ellen Anderson)著; 楊雪倫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85-8 (PDF)
我才不要這麼矮!/蘿拉.艾倫.安德森
(Laura Ellen Anderson)著; 楊雪倫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84-1 (PDF)
車 子叭叭 叭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19-1 (平裝)
男生愛女生/黃慧敏文; 杜小爾圖 .-三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1005 .-- 24 面;
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9904 (平裝)
找找看!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.
樂園篇/紙上魔方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38-1 (PDF)
我的 AI 同學/陳靜芬文; 蝗蟲哥哥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5-7061 (全套:平裝) NT$450
你的一切/艾瑪.達德著; 李貞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64-9
(EPUB)
你的一切/艾瑪.達德著; 李貞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67-0
(PDF)
妖怪出租. 1, 實現心願的妖怪現身/
廣嶋玲子著; 賴惠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38-1 (EPUB)
妖怪出租. 1, 實現心願的妖怪現身/
廣嶋玲子著; 賴惠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44-2 (PDF)
我的第一本音樂小百科/吉妮.許
(Ginnie Hsu)繪; 楊惠君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57-9529-83-9 (全套:精裝)
NT$1299

我是守護貓,我柔軟專注地陪伴病人/
琪 雅 拉 . 瓦 倫 提 娜 . 賽 格 雷 (Chiara
Valentina Segré)文; 保羅.多梅尼寇尼
(Paolo Domeniconi)圖; 張家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05-7-8 (PDF)
阮兜ㄟ旺來好滋味/王蕙瑄, 陳美芬
作; 劉美琪繪圖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
農委會農糧署, 11006 .-- 32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21-7 (精裝)
NT$300
君偉的誤會報告/王淑芬文; 賴馬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81-3
(EPUB)
我喜歡做體操/仲川道子文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3 .-- 36 面; 23X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01-6 (平裝)
NT$99
我 愛我的 家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50-4 (平裝)
我想長大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20-7 (平裝)
我愛玩溜滑梯/仲川道子文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3 .-- 36 面; 23X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02-3 (平裝)
NT$99
我會做任何事!= I can be anything!/傑
瑞.史賓納利(Jerry Spinelli)文; 幾米圖
/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05 .-- 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9-83-1 (精裝) NT$300
我會做環保/仲川道子文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人類, 11003 .-- 36 面; 23X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03-0 (平裝)
NT$99
我愛臺灣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45-0 (平裝)
我說我不想,是因為我會怕/尼亞爾.
布雷斯林(Niall Breslin)作; 希娜.鄧普
斯(Sheena Dempsey)繪; 賴潔林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17-0
(PDF)

抗糖小勇士/鄧妍玲作 .-- 初版 .-- 宜
蘭縣 : 宜縣愛胰協會, 11003 .-- 27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622-1-4 (精
裝)
希臘羅馬神話故事(NEW 漫畫版)/童
樂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5996 (全套:平裝) NT$1680
希臘羅馬神話故事: 大力士海克力斯
(NEW 漫畫版)/童樂編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3 .-- 160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598-9 (平
裝) NT$280
希臘羅馬神話故事: 阿爾戈英雄
(NEW 漫畫版)/童樂編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3 .-- 160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595-8 (平
裝) NT$280
希臘羅馬神話故事: 勇士珀爾修斯
(NEW 漫畫版)/童樂編繪 .-- 新北市 :
南門書局, 11003 .-- 160 面; 22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91-597-2 ( 平 裝 )
NT$280
希臘羅馬神話故事: 特洛伊之戰
(NEW 漫畫版)/童樂編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3 .-- 160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596-5 (平
裝) NT$280
希臘羅馬神話故事: 奧德修斯的冒險
(NEW 漫畫版)/童樂編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3 .-- 16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593-4 (平
裝) NT$280
希臘羅馬神話故事: 諸神之戰(NEW
漫畫版)/童樂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南門書局, 11003 .-- 160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91-594-1 ( 平 裝 )
NT$280
我覺得...孩子的第一本高情商練習
書= The feelings book/陶德.帕爾(Todd
Parr)著; 吳琪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, 11006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63-6 ( 精 裝 )
NT$320
來自北極的一封信/蔡永豐, 蔡永盛,
蔡家杰, 林毓容圖.文 .-- 桃園市 : 桃
市環保局, 11004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3-49-6 (精裝)
拒絕惡作劇/陶綺彤文; 橘子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 11005 .-- 38
127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6-112 (平裝) NT$300
建立身體意識!孩子的性別啟蒙繪本/
波 琳 . 奧 德 (Pauline Oud) 作 ; 魏 嘉 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9529-846 (全套:精裝) NT$1299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/
哲學新媒體, 公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媖
作; 林孜育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麥田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8544-76-5 (全套:平裝) NT$720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.
1, 原來大家都不一樣/哲學新媒體,
公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媖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544-71-0 (EPUB)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.
2, 喜歡就可以帶回家嗎?/哲學新媒
體, 公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媖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-72-7 (EPUB)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.
3, 為什麼要「合作」?/哲學新媒體,
公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媖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544-73-4 (EPUB)
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.
4, 為什麼要感謝別人/哲學新媒體,
公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媖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544-74-1 (EPUB)
紅皮書與風箱樹/張玲蓉圖.文 .-- 桃
園市 : 桃市環保局, 11004 .-- 24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489 (精裝)
穿在身上的祝福= Hope,that you can
wear/林柏薇著 .-- 臺北市 : 麗嬰房,
11005 .-- 40 面; 21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264-1-3 (精裝)
看見-太魯閣= Qqita-alang Truku/李小
慧, 葉惠照, 陳禧美, 馬馮愛花, 朱曉
慧, 楊少筠翻譯; 駱思竹插畫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3 .-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56-4 (平裝)
為你消除痠痛地藏/廣嶋玲子文;
jyajya 圖; 王蘊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03-982-0 (EPUB)

看見臺灣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18-4 (平裝)
食 物的旅 行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59-7 (平裝)
食物變變變: 神奇的農村之旅/王佩
琪文; 放藝術工作室圖 .-- 第 1 版 .-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5 .-- 4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222 (精裝)
*玻璃小孩吉賽兒/碧翠絲.阿雷馬娜
(Beatrice Alemagna)文.圖; 謝又青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,
11004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75-2-3 (精裝) NT$360
科學少年學習誌: 科學閱讀素養. 生
物篇. 4/科學少年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33-9 (EPUB)
科學少年學習誌: 科學閱讀素養. 地
科篇. 4/科學少年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32-2 (EPUB)
科學少年學習誌: 科學閱讀素養. 理
化篇. 4/科學少年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31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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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小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3-13-1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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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一
刷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14-8 (PDF)
科學超有趣.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
書: 魚類、植物、微生物/洋洋兔編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03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592-7 (平裝) NT$280
美 麗的 泰雅 足跡 = talagay kinbleqan
hinkgan na Tayal/林純桂, 索伊.多夕,
蘇秋梅, 蘇秋華翻譯; 黃紫薇, 蘇秋華,
蘇秋梅, 魏羽璇繪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3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58-8 (平裝)
夏天的氣息/千美眞, 申珍瑚作; 簡郁
璇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流 ,
11005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012-4 (精裝) NT$320
孫叔叔世界鬼談/孫叔叔原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631-3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639-9 (第 9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
978-986-491-638-2 ( 第 8 冊 : 平 裝 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37-5 (第
7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36-8 (第 6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35-1 (第 5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34-4 (第
4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33-7 (第 3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32-0 (第 2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40-5 (第
10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41-2 (第 11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42-9 (第 12 冊:平
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436 (全套:平裝) NT$2400
孫叔叔打鬼/孫叔叔原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91-618-4 (第 1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28-3 (第
11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27-6 (第 10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26-9 (第 9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25-2 (第
8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24-5 (第 7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23-8 (第 6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22-1 (第
5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21-4 (第 4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20-7 (第 3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19-1 (第
2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29-0 (第 12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30-6 (全套:平裝)
NT$2400
神奇的粉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35-1 (平裝)
孫叔叔遇鬼記/孫叔叔原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4 .-- 冊 .-128

ISBN 978-986-491-644-3 (第 1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52-8 (第
9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51-1 (第 8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50-4 (第 7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49-8 (第
6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48-1 (第 5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47-4 (第 4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46-7 (第
3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45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53-5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542 (第 11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986-491-655-9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56-6 (全
套:平裝) NT$2400
孫叔叔說鬼故事續集 老師有鬼！/孫
叔叔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局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1605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
978-986-491-614-6 ( 第 10 冊 : 平 裝 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13-9 (第
9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12-2 (第 8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11-5 (第 7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10-8 (第
6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09-2 (第 5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08-5 (第 4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07-8 (第
3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06-1 (第 2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15-3 (第 11 冊:平
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160 (第 12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986-491-617-7 (全套:平裝) NT$2400
孫叔叔說聊齋故事/孫叔叔原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670-2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679-5 (第 10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
978-986-491-678-8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77-1 (第
8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76-4 (第 7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75-7 (第 6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74-0 (第
5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73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200 .-ISBN 978-986-491-672-6 (第 3 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491-671-9 (第

2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986491-680-1 (全套:平裝) NT$2000
神奇魔法變變變!窗戶翻翻書/Yoyo
Books 作 .-- 新 北 市 : 風 車 圖 書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6444 (全套:精裝)
神奇魔法變變變!窗戶翻翻書: 可愛
動物/Yoyo Books 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8 .-- 10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41-3 (精裝)
神奇魔法變變變!窗戶翻翻書: 好玩
顏色/Yoyo Books 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8 .-- 10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40-6 (精裝)
神奇魔法變變變!窗戶翻翻書: 相反
詞/Yoyo Books 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, 11008 .-- 10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42-0 (精裝)

氣噗噗的可樂兔/劉美琪圖.文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柏樂, 11005 .-- 4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21-8-6 (平
裝) NT$320
海龜與海(探索遊戲書)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5 .-- 25 面; 25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129-3 (平裝)
啊!有年獸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47-4 (平裝)
剪一剪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36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761-0 (平裝)

探 索 家 ( 學 生 手 冊 ). Starter 1-1=
Explor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輯
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72-6 (平裝)
探 索 家 ( 學 生 手 冊 ). Starter 1-2=
Explor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輯
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73-3 (平裝)
探 索 家 ( 學 生 手 冊 ). Starter 2-1=
Explor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輯
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74-0 (平裝)

專注力觀察迷宮.動物冒險樂園: 迷
宮+找一找遊戲二合一,每日 5 分鐘訓
練 大 腦 專 注 力 和 理 解 力 /Maria de
Filippo 監製; Gabriele Tafuni, Valentina
Belloni, Angela Sbandelli, Luca Maggi,
Samuele Maggi 繪; 小果文創編輯部譯;
李育倫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果文創, 11004 .-- 48 面; 21X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77-5-6 ( 平 裝 )
NT$169

探 索 家 ( 學 生 手 冊 ). Starter 2-2=
Explor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輯
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75-7 (平裝)

這就是我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38-2 (平裝)

*粉紅色影子的男孩/史考特.史都華
(Scott Stuart)文.圖; 黃筱茵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 11004 .-- 36
面; 25X2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62706-3 (精裝) NT$320

專注力觀察迷宮.驚奇探索樂園: 迷
宮+找一找遊戲二合一,每日 5 分鐘訓
練 大 腦 專 注 力 和 理 解 力 /Maria de
Filippo 監製; Gabriele Tafuni, Valentina
Belloni, Angela Sbandelli, Luca Maggi,
Samuele Maggi 繪; 小果文創編輯部譯;
李育倫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果文創, 11004 .-- 48 面; 21X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77-6-3 ( 平 裝 )
NT$169

娜娜的禮物/黃慧敏文; 劉麗月圖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1005 .-- 24 面;
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9928 (平裝)

動 物嘉年 華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46-7 (平裝)

恭喜恭喜新年好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58-0 (平裝)

動物寶寶同樂會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39-9 (平裝)

唐詩/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; 叁幻堂
工作室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4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07-8 (精裝附光碟片)

這是我要的美好生活/黃書平作; 何
畇蓁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勢知識,
11005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27-0-5 (精裝) NT$390

神話探索: 希臘諸神的傳說/江福祐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5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44-0 (平裝)

這是我溫暖的家/姜禮硯, 許芳瑀圖.
文 .-- 桃園市 : 桃市環保局, 11004 .-24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3-47-2 (精裝)

神奇魔法變變變!窗戶翻翻書: 動物
寶貝/Yoyo Books 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8 .-- 10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43-7 (精裝)
起飛/翁淑慧圖.文 .-- 桃園市 : 桃市環
保局, 11004 .-- 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3-46-5 (精裝)
海 洋大探 險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56-6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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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啊啊!/吉列爾梅.卡斯騰(Guilherme
Karsten)文.圖; 郭妙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, 11005 .-- 4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5-61 (精裝) NT$300

莊爺爺說聖經故事: 認識耶穌系列/
鍾寬茂撰文; 蔡綺繪圖 .-- 臺中市 : 瑪
利亞社福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302-4-4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2000
清 潔小達 人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49-8 (平裝)
陸蟹媽媽/謝函芸, 柯藍婷圖.文 .-- 桃
園市 : 桃市環保局, 11004 .-- 3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50-2 (精裝)
*跑不快也沒關係/黃書平文; 陳珮淳
圖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傳愛家族傳播
文化, 11004 .-- 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912-5-9 (精裝) NT$320
最有梗的元素教室: 週期表君與他的
元素小夥伴/上谷夫婦著; 李沛栩譯 .- 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87-5 (EPUB)

給我 一點太空 !/ 菲利普. 邦廷(Philip
Bunting)文.圖; 謝靜雯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62-5 (EPUB)
給我 一點太空 !/ 菲利普. 邦廷(Philip
Bunting)文.圖; 謝靜雯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66-3 (PDF)
單 車叮鈴 鈴 /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37-5 (平裝)
發明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
C1= Invento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66-5 (平裝)
發明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
C2= Invento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67-2 (平裝)
順風耳軟糖的報應/廣嶋玲子文;
jyajya 圖; 王蘊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03-983-7 (EPUB)
黑神駒/安娜.史威爾(Anna Sewell)著;
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487-55-8 (EPUB)
黑神駒/安娜.史威爾(Anna Sewell)著;
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487-57-2 (PDF)
創造家(學生手冊). H1= Maker(student
book)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3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702 (平裝)
創造家(學生手冊). H2= Maker(student
book)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3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719 (平裝)
創造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
E1= Mak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68-9 (平裝)

創造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
E2= Mak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69-6 (平裝)

經典小史地: 小國大業系列. Part 2/凃
心怡等作; 高智能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典雜誌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341-4-3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1250

斯斯找工作= Sethie hunts for a job/許
添盛口述.導讀; 陳俊實執筆; 張素玲
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07-335 (全套:精裝) NT$699

新奇的生日禮物/黃詩宇, 黃詩芫, 黃
禮煥, 羅筱秋圖.文 .-- 桃園市 : 桃市
環保局, 11004 .-- 20 面; 21X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3-51-9 (精裝)

超喜歡!趣味數學套書/邢書田, 邢治,
馬慧, 聶小強, 韓平, 邱穎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2-568-1 (全套:平裝)
NT$1730
獅大王的任務/黃慧敏文; 陳盈帆圖 .- 二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1005 .-- 24
面; 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991-1 (平裝)
義大利邏輯專注力迷宮大集合: 趣味
迷宮+找一找遊戲+邏輯思考遊戲
/Maria de Filippo 監製; Gabriele Tafuni,
Valentina Belloni, Angela Sbandelli,
Luca Maggi, Samuele Maggi 繪; 小果文
創編輯部譯; 李育倫總編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小果文創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277-7-0 (全套:平裝)
NT$699
跟世界說嗨!: 啟發世界的 20 位創作
者/角川平方編輯部作; 黃福基著插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14-4 (EPUB)
新竹縣兒童文學專輯. 第三十九輯,
防疫「小」英雄/徐筱卿總編輯 .-- 新
竹縣 : 竹縣府, 11005 .-- 12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73-1 (平裝)
當你出生的時候/艾瑪.達德著; 李貞
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63-2 (EPUB)

搜神故事集: 穿越時空的送信人/李
明足改寫; 林鴻堯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49-8 (EPUB)
搜神故事集: 穿越時空的送信人/李
明足改寫; 林鴻堯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54-2 (PDF)
媽媽是天使/黃郁欽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544-70-3 (EPUB)
話說布農= Itu Bunun tu taiklas/馬美英,
余秀珠, 馬佳伶翻譯.繪圖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3 .-- 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55-7 (平
裝)
蓋一蓋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36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762-7 (平裝)
赫威.托雷任務型創意著色書= Livre
de coloriages/赫威.托雷(Hervé Tullet)
文.圖; 周婉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上誼文化, 11004 .-- 208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62-707-0 ( 平 裝 )
NT$500
睡美人/荒井良二文.圖; 林真美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,
11004 .-- 3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75-4-7 (精裝) NT$300

當你出生的時候/艾瑪.達德著; 李貞
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68-7 (PDF)

摘星傳奇: 昭勇將軍林其中/吳宜庭,
林慧欣, 胡芷菱, 柯宥廷, 孫婧宇, 黃
子芯, 黃毓庭, 葉心蕾, 蔡庭恩撰文繪
圖 .-- 臺 中 市 : 臺 中 市 東 寶 國 小 ,
11003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8-70-6 (平裝)

當你長大的時候/湯本香樹實文; 秦
好史郎圖; 游珮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維京國際, 11005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384-4 (精裝)

蜜麻覓麻: 綠色生活繪本= Searching
& recycling jute/陳儀珍, 盧咨妘, 郭琬
蓁, 郭鷹皓, 馬忠鐸圖文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弘 光 科 大 文 創 系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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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4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499-18-7 (精裝) NT$450

978-986-5523-90-9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23-91-6 (第 3 冊:平裝)

綠綠森林/黃蕙君文; 邱千容圖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1005 .-- 24 面;
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9898 (平裝)

影響孩子一生的故事: 懶惰的老鼠公
主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; 白靜繪
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23-87-9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523-88-6 (第 3 冊:
平裝)

實踐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
A1= Do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輯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64-1 (平裝)
實踐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
A2= Do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輯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65-8 (平裝)

橘子複習講義. 英語. 1-4 冊/胡淑芳,
Vera 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5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650-1 (平裝)
龍宮王子的嘆息/鄭辰穎, 徐堂智圖.
文 .-- 桃園市 : 桃市環保局, 11004 .-30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3-45-8 (精裝)

撕一撕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36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748-1 (平裝)

機器男孩/帕德拉格.肯尼著; 王心瑩
譯 .-- 初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03-976-9 (EPUB)

劈里啪啦年來了!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32-0 (平裝)

鮭魚大王/施政廷文.圖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小兵, 11004 .-- 36 面; 26X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08-4 (精裝)
NT$300

*請把燈關了/瑪莎.黛安.阿諾著; 蘇
珊.瑞根繪; 蔡祐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4 .-- 40 面; 28X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885-5 (精裝)
NT$420

環遊臺灣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33-7 (平裝)

誰要來比賽/潘俊喆, 費鳳儀圖.文 .-桃園市 : 桃市環保局, 11004 .-- 2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52-6 (精
裝)
遨遊天空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34-4 (平裝)
影響孩子一生的故事: 小刺蝟不哭了
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; 白靜繪圖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23-85-5 (第 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23-84-8 (第 2 冊:平裝)
影響孩子一生的故事: 爺爺拔蘿蔔/
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; 白靜繪圖 .-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23-93-0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23-94-7 (第 3 冊:平裝)
影響孩子一生的故事: 豬寶寶做早操
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; 白靜繪圖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
藏在心裡的疤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幼獅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9-226-8 (PDF)
叢林奇談/魯德亞德.吉卜林(Rudyard
Kipling)著; 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小樹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487-53-4 (EPUB)
叢林奇談/魯德亞德.吉卜林(Rudyard
Kipling)著; 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小樹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487-54-1 (PDF)

寶寶情緒小書: 愛、生氣、害怕/娜
汀妮.布朗-柯斯姆(Nadine Brun-Cosme)
文; 瑪莉詠.柯可里克(Marion Cocklico)
圖; 王卉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35-704-7 (全套:精裝) NT$750
魔法小女巫/莉芙.貝特(Lieve Baeten)
作 ; 許 景 理 譯 .-- 新 北 市 : 華 一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38-06011 (全套:精裝)
魔法星際寵物 1-4 集盒裝套書/琳達.
查 普 曼 (Linda Chapman) 作 ; 陳 思 因
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21-4739 (全套:平裝) NT$800
魔法校車/喬安娜.柯爾(Joanna Cole)
文; 布魯斯.迪根(Bruce Degen)圖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32-9030-8 (全套:精裝) NT$4160
邏輯力思考迷宮.奇幻童話樂園: 迷
宮+思考遊戲二合一,每日 5 分鐘訓練
大腦專注力和思考力/Maria de Filippo
監製; Gabriele Tafuni, Valentina Belloni,
Angela Sbandelli, Luca Maggi, Samuele
Maggi 繪; 小果文創編輯部譯; 李育倫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果文創,
11004 .-- 64 面; 21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7-4-9 (平裝) NT$169
邏輯力思考迷宮.競速移動樂園: 迷
宮+思考遊戲二合一,每日 5 分鐘訓練
大腦專注力和思考力/Maria de Filippo
監製; Gabriele Tafuni, Valentina Belloni,
Angela Sbandelli, Luca Maggi, Samuele
Maggi 繪; 小果文創編輯部譯; 李育倫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果文創,
11004 .-- 64 面; 21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7-3-2 (平裝) NT$169

漫畫書

寵物派對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5-717-7 (平裝)

10DANCE/井上佐藤作; SHION 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0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79-8 (第 6 冊:
平裝) NT$140

關掉電視,找找鳥兒在哪裡/溫達.舒
爾蒂(Wenda Shurety)文; 哈里特.霍布
戴尼(Harriet Hobday)圖; 巫芷玲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18-7
(PDF)

18 歲的新娘: 老公是警察官/Uruko
Mizu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71-9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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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個國王/恵庭原作; 絵歩作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84 面;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90-3 (第
6 冊:平裝) NT$140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351-2 (第 5 冊:平裝)

adabana 無實之花/NON 作; 江昱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10-5 (上
冊:平裝) NT$140

NEW GAME/得能正太郎作; 呂唯嫣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1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87-3 (第
12 冊:平裝) NT$130

BEASTARS. 19/板垣巴留著; 尤靜慧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54-5 (EPUB)

NTR 推拿: 在男朋友旁邊被推拿到高
潮.../Kazutar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54-2 (EPUB)

BEASTARS. 20/板垣巴留著; 尤靜慧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57-6 (EPUB)
DEAD DEAD DEMON'S DEDEDEDE
DESTRUCTION: 惡魔的破壞/淺野一
二 0 作; 林子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, 11004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1-757-3 (第 9 冊:平
裝)
EDENS ZERO 伊甸星原/真島浩作; 吳
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729 (第 14 冊:平裝) NT$100
EDENS ZERO 伊甸星原. 12/真島浩著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53-8
(EPUB)
FAIRY TAIL 魔導少年 CITY HERO.
4/真島浩, 安東汐著; 吳勵誠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56-9 (EPUB)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種特異點. II, 傳承地底世界雅戈泰
雅戈泰之女. 2/武中英雄漫畫; TYPE:
MOON 原作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67-5 (EPUB)
Fate/Grand Order: 來自異聞帶/TYPEMOON 原作; 中谷漫畫; 賴韋先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67-2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30
Fate/Grand Order 短 篇 漫 畫 集
PLUS!/TYPE-MOON 原作; コンプエ
ース編輯部編輯; Demi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4-405-7 (第 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-406-4 (第 5 冊:
平裝)
MAO 摩緒/高橋留美子著; 王敏媜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
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: 序列爭戰
(劇場版)/川原礫原作; IsII 漫畫; 九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00-2 (第 5 冊:平裝)
TS 朗君的性生活. 3/konomi 著; 買動
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27-2 (PDF)
TS 朗君的性生活. 3/konomi 著; 買動
漫 編 輯 部 譯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35-7 (EPUB)
Under My Skin 隱於此身皮囊下/薄井
いろは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8-93-3 (EPUB)
UQ HOLDER!悠久持有者!/赤松健作;
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7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769-9 (第 25 冊:平裝) NT$100
X 探險特攻隊.科幻冒險系列: 身陷沙
塵絕境. 氣象篇/黃嘉俊, 格子幫故事;
黃嘉俊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好頭
腦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9-0-6
(EPUB) NT$160
[特務]戰鬥隊員兩名,任務是守護蘿
莉兵器!/Koyoka Yoshino 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03-9 (EPUB)

「太太,全部插進去了喔」妻子被打
工的男生睡了/七色風香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8-61-0 (EPUB)
「在妙手神技下極致高潮!」: 轉生
之按摩技能 Lv999 的性福生活/めぎ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02-2 (EPUB)
「老師,求你給我一些溫暖吧...」: 少
女 純潔破碎 的一夜 / ももしか藤子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25-2 (EPUB)
「妳以前很愛被人欺負這裡吧?」隔
壁住的是人妻的前炮友/あいす.らて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63-4 (EPUB)
「姊姊,激烈的性愛要試試嗎?」繼
弟是王牌 AV 男優/砂糖いちと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29-0 (EPUB)
「明明說好只蹭蹭的...」苦苦懇求
大哥的女友不戴套 SEX!!/ことぶき
まいむ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57-3
(EPUB)
「要試試不同尋常的性愛嗎?」爛醉
OL 在瘋狂抽送下高潮迭起/上原ヨ
ヨギ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10-7
(EPUB)
『鬼滅之刃』吾峠呼世晴畫集: 幾星
霜/吾峠呼世晴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901-3 ( 平 裝 )
NT$420
「這傢伙的 SEX 好 S...!」末班車前,
與性豪同事的激烈活塞運動/OUMA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37-5 (EPUB)

みどり葵攝影紀錄. 總集篇/みどり
葵著; 買動漫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29-6 (PDF)

一口吃掉破綻百出的妳 多謝款待:
勞動系青梅竹馬的情色調教開課啦/
ゴゴちゃん著; 亂搭編輯部譯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8-72-8 (EPUB)

みどり葵攝影紀錄. 總集篇/みどり
葵著; 買動漫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36-4 (EPUB)

一口咬住你的愛/フジマコ作; 徐柔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25-9 (平
裝) NT$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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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不小心就上了公司後輩!?: 上班時
間不能愛愛...!/まえだもも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8-99-3 (EPUB)

小老闆撿回來的貓/慧作; kyo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4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6699 (平裝)

一弦定音!/アミュー作; 倪湘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210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83-2 (第
23 冊:平裝)

久我先生是個抖 S 處男: 魔鬼編輯對
淫 亂 開 發 也 非 常 熱 衷 !/Tento
Nanahosh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33-7
(EPUB)

一夜情的對象竟是上司!?傲慢極品
美男子讓我無法自拔/西臣匡子著;
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67-5
(EPUB)
一夜情的對象竟是上司!?傲慢極品
美男子讓我無法自拔/西臣匡子著;
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68-2 (PDF)
一流製作人的各種羞恥事情/うたみ
つほ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5-12-6 (EPUB)
一起去玩吧/佐藤宏海作; 林武三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4 .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664-4 (第 3 冊:平裝)
一 起 去 旅 行 . III, 小 廢 物 旅 行 團
/JOUJOU 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周雅
柟, 11004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53-3 (平裝) NT$220
九尾妖狐與帶子和尚: 直到永遠/り
んこ, 三原しらゆき作; Niva 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848-1 ( 平 裝 )
NT$140
人妻教師狩獵: 老師,妳在老公面前
變得這麼濕了喔?/OUMA 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000-8 (EPUB)
八神君今晚也不讓我睡/乙子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5-17-1 (EPUB)
上司是溺愛魔!?不合常理的強硬 H/
空海リク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48-1
(EPUB)
三 次元男女 的描繪 法 / 喃羽ナミコ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5-18-8 (EPUB)

小町教授的開發記錄 365/藤峰式作;
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810-8 (平裝) NT$140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/三嶋与夢原作; 潮里潤作; 王啟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82-5 (第 3 冊:平裝)
大叔與貓/桜井海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877-1 (第 6 冊:平裝
首刷限定版) NT$190
小恐龍 GON(復刻愛藏版)/田中政志
作; 厭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911-2 (第 1 冊:
平 裝 ) NT$180 .-- ISBN 978-957-266912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957-26-6913-6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57-26-6914-3 (第
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5726-6915-0 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957-26-6916-7 (第 6 冊:平裝)
NT$180 .-- ISBN 978-957-26-6917-4 (第
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5726-6953-2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210 .-- ISBN 978-957-26-6954-9 (第
2 冊 : 平 裝 首 刷 附 錄 版 ) NT$210 .-ISBN 978-957-26-6955-6 (第 3 冊:平裝
首 刷 附 錄 版 ) NT$210 .-- ISBN 978957-26-6956-3 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附錄
版) NT$210 .-- ISBN 978-957-26-69570 (第 5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210 .- ISBN 978-957-26-6958-7 (第 6 冊:平
裝首刷附錄版) NT$210 .-- ISBN 978957-26-6959-4 (第 7 冊:平裝首刷附錄
版) NT$210
小惡魔模特的淫亂性愛/あわいけい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43-6 (EPUB)
久違的性愛,快感好強烈!: 可以抱妳
抱到補回忍耐的份嗎?/玄野さわ作 .133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62-7 (EPUB)
小壞蛋的疼愛方法/斧原ヨーコ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97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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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江
采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0-9973-6 (第 4 冊:平裝)
不死不運/戸塚慶文作; 林志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6759-0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760-6 (第
6 冊:平裝) NT$100
天保桃色水滸傳/八月薰, 粕谷秀夫
作; 捲毛太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8-80-1 (第 3 冊:平裝)
不要欺負我,長瀞同學/NANASHI 作;
季上元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6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768-2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00
今 晚 , 我 將 被 青 梅 竹 馬 擁 抱 /Neri
Taneich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55-9
(EPUB)
中華小廚師!極 / 小川悦司作 ; 陳姿
君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70-5 (第
9 冊:平裝) NT$100
五等分的新娘(全彩版)/春場蔥作; 蔡
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774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90
勿說是推理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818 (第 3 冊:平裝)
火影忍者(愛藏版)/岸本斉史作; 張紹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796-5 (第 21 冊:平
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67972 (第 2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57-26-6798-9 ( 第 23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6799-6 (第
24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26-6800-9 (第 25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57-26-6801-6 (第 26 冊:平
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6802-

3 (第 27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57-26-6803-0 ( 第 28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6804-7 (第
29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26-6805-4 (第 30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57-26-6931-0 (第 31 冊:平
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69327 (第 3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57-26-6933-4 ( 第 33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6934-1 (第
34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26-6935-8 (第 35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57-26-6936-5 (第 36 冊:平
裝) NT$270
火影忍者(愛藏版)(13-18)/岸本斉史
作 ; 張 紹 仁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7507 (全套:平裝) NT$1620
火影忍者(愛藏版)(19-24)/岸本斉史
作 ; 張 紹 仁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8641 (全套:平裝) NT$1620
火影忍者(愛藏版)(25-30)/岸本斉史
作 ; 張 紹 仁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8658 (全套:平裝) NT$1620
中禪寺老師妖怪講義錄 解謎就交給
老師。/志水アキ漫畫; 方郁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42-9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30
幼女戰記. 18/東條チカ漫畫; カルロ.
ゼン原作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49-1 (EPUB)
可以沉溺在虛假戀情裡嗎?/ぼんち
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20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827-6 (平裝) NT$140
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: 低調鍛鍊
化身世界最強/瀬戸メグル原作; 樋
野友行漫畫; 蕭宏育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5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878-8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140
未成熟初戀/黒井つむじ作; 李芸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39-9 (平裝)
NT$140
孕男: 我在男校懷孕了/真澄弥作; 布
丁媽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897 (第 5 冊:平裝) NT$14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32-8 (精裝)
NT$500
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/ODA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98-79-5 (第 14 冊:平
裝)

半澤喵樹. 1/池井戸潤, 篠丸のどか
著 ; 黃 娟 芳 譯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65-1 (EPUB)

巨乳美眉和貧乳小妹祕密的
BODY☆CHANGE!/ み ら 作 .-- 臺 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05-00-3 (EPUB)
世界,還是繞著貓打轉/Nobeko 作; 黛
西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36-1 (平裝)
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
族/月夜涙原作; 皇ハマオ漫畫; umo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22-4 (第 2 冊:平裝)
囚姦深夜博物館: 性飢渴的偉人們/
ころすけ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68-9
(EPUB)
外送☆魅魔!!: 呼叫外送茶小姐來,結
果遇見真正的魅魔了/ナビエ遥か,
2T 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8-98-8 (EPUB)
出租女友/宮島礼吏作; 蔡夢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6951-8 ( 第 20 冊 : 平 裝 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859-7 (第
16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30 .-ISBN 978-957-26-6860-3 (第 17 冊:平
裝首刷限定版) NT$120
失能旅社= Hostel of lost function/Gami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11005 .-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67-5 (精裝) NT$450

半澤喵樹. 1/池井戸潤, 篠丸のどか
著 ; 黃 娟 芳 譯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71-2 (PDF)
好小子(愛藏版)/千葉徹彌作; 黃桂雲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868-9 (第 1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6869-6 (第 1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6870-2
(第 1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6871-9 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57-26-6872-6 (第 15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57-26-6873-3 (第 1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26-6874-0 (第 1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6875-7 (第 18
冊:平裝)
在女朋友不在的期間,無時無刻中出
她的親友。/シツジ著; 買動漫編輯
部譯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28-9 (PDF)
在女朋友不在的期間,無時無刻中出
她的親友。/シツジ著; 買動漫編輯
部譯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39-5
(EPUB)
考上理想高中!溫柔的三角關係入門/
缶乃作; 陳瑞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840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
共犯者花園系列: 福報島(第一課)/黑
書人[作]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黑書人,
11004 .-- 6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47-2 (平裝) NT$180

失 婚 二 人 的 未 定 關 係 /Yoshiko kon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32-0 (EPUB)

印在蝶夢上的吻: 蝴蝶.效應/崎谷は
るひ原作; 冬乃郁也 漫畫 ; 蔡夢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49-8 (平
裝) NT$140

充滿性魅力的男人。: 鋼管舞者的腰
力令人難以抗拒/Neri Taneichi 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15-3 (EPUB)

仲谷鳰短篇集: 永別了,另一個妳/仲
谷鳰作; 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425-5 (平裝)

生趣个客家漫畫/劉芳郁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劉芳郁, 11004 .-- 130 面; 26

在那之後的兩人/富士山豹太作;
Sherry 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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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東販, 11004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1-758-0 (平裝)
艾克雷西亞 = Ecclesiastes/野扶桑圖
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人如己文創
工作室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359-0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06359-1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06359-2-8 (第 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6359-3-5 (第 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359-4-2 (第 5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359-5-9 (第 6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359-6-6
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3597-3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6359-8-0 (第 9 冊:平裝)
老虎與藍領大叔/Jyuichi Tokisaka 作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40-5 (EPUB)
因為我們結婚了，請讓我們休做愛
有薪假！/Oniku Hanamura 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8-24-5 (EPUB)
因為被愛也想愛!/鰤尾滿作; lingosou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4 .-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0092-9 (平裝)
老師不是便器/ホン.トク著; 買動漫
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20-3 (EPUB)
在浴室裡騎乘位做愛!和青梅竹馬一
絲不掛地結合在一起.../水乃アルト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59-7 (EPUB)
在 異 世 界 學 園 SEX 是 必 修 學 分
/Haruka Izum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67-2 (EPUB)
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,在現實
世界照樣無敵: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
運/美紅原作; 港川一臣漫畫; 江昱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41-2 (第
1 冊:平裝) NT$140
名偵探柯南: 赤井家族精選集/青山
剛昌 作 ; 李 俊銘, 張 正薇, 張芳 馨 ,
AKIRA, 陳柏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30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8-89-4 (平裝)

名偵探柯南: 怪盜小子祕密檔案
with<<神偷怪盜>>/青山剛昌原作; 御
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5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88-7 (平裝)
宇崎學妹想要玩!/丈作; 徐劭曦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44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88-0 (第 6 冊:
平裝) NT$130
在鄉下過一個肉慾橫流的暑假: 與長
大 後 的 兒 時 玩 伴 一 起 .../ 南 乃 映 月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50-4 (EPUB)
好街友哈利= Homeless Harry(中英對
照)/詹姆斯.萊德(James L. Lade)著; 陳
厚安譯 .-- 臺北市 : Susan Patrice De
Simone, 11003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57-1 ( 平 裝 )
NT$350
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/北条
司原著; えすとえむ漫畫; 平川遊佐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57-10-9979-8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980-4 (第 2
冊:平裝)
再會了共犯者/あがた愛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05-10-2 (EPUB)
妄想過剩少年/ぴい作; 陳靖涵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20-4 (第 3 冊:
平裝特裝版) NT$180

11005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90-0 (第 3 冊:平裝)
色慾禁咒 Lust Geass/高橋脩作; 林星
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03-3 (第 4 冊:平裝)
在魔王城說晚安/熊之股鍵次作; 蔡
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4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759-7 (第 12 冊:平裝)
抖 S 社長的交際 0 日婚: 契約載明需
履行夫婦所有義務!?/みつか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5-13-3 (EPUB)
男大姊圓舞曲/山田すぽこん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5-14-0 (EPUB)
妖幻三重奏/矢吹健太朗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65-1 (第
3 冊:平裝) NT$100
你太貪心了,墨田!/直野儚羅作; 李芸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28-3 (平
裝) NT$140
我可以吻你嗎,前輩?/つきづきよし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5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1-007-9 (平裝) NT$140

妄想學生會/氏家卜全作; 鄭啟旭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74-3 (第 20
冊:平裝) NT$100

我可沒忘記妳把我丟在愛情賓館後
就自己跑掉了哦。: 想玩的前輩與冷
淡的後輩/あみの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5-03-4
(EPUB)

地獄和金錢都比不上愛/桐式トキコ
作; 刻托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794-1 (平裝) NT$140

我只對妳勃起: 和青梅竹馬相性奇好
的 SEX/日嶌こうり作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72-6 (EPUB)

地獄幽暗亦無花/路生よる原作; 藤
堂流風漫畫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5 .-- 21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829-0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40

佐伯小姐不會被動搖(從來不會): 和
溺 愛 菁 英 的 床 上 延 長 賽 /Erie
Toyotam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38-2
(EPUB)
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/りゅらせんひ
ろつぐ原作; すえみつぢつか漫畫;
李殷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
弟弟居然成了淫獸: 無法對任何人訴
說的隱密放學後/蜂谷ナナオ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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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5-02-7 (EPUB)
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36-8 (EPUB)

NT$240 .-- ISBN 978-957-26-6858-0 (第
34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240

我那邊的形狀妳記得嗎?: (前男友)現
身卻是從砲友重新再開始/マオ st, 森
田りょう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8-94-0 (EPUB)

沉默寡言的他做愛時超火熱: 從肉體
關 係開始的 婚姻生 活 / さとうあお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8-69-8 (EPUB)

怕生女友/宮島礼吏作; 蔡夢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6811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812-2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

我的日本夢/卡蜜.華耶(Camille Royer)
著; 韓書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辣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96-6-8 (EPUB)

克羅艾與雌花園/ちふゆ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05-11-9 (EPUB)

怕生女友/宮島礼吏作; 蔡夢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07-5 (第 1 冊:
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30
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. 6.5 番外篇/水龍
敬著; 買動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31-9 (PDF)

君戀. 社會人篇/葛森結, 我守丸, 青山
マヲ, 霜月かいり, 中田アキラ, 村崎
ユカリ原作波真田かもめ, 冬乃郁也,
はぜはら西, イシノアヤ, あんず作;
熊次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0-9978-1 (第 2 冊:平裝)

非正規達令超犯規!: 無性別男子教
會 我無差別 的極致 昇 天快感 / 三夏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5-09-6 (EPUB)
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. 6.5 番外篇/水龍
敬著; 買動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42-5 (EPUB)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 the 6th Day/水龍
敬著; 買動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21-0 (PDF)
快來吧!水龍敬樂園 the 6th Day/水龍
敬著; 買動漫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38-8 (EPUB)
我和我最討厭的同事做愛了。/吉田
にん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77-1
(EPUB)
你的溺愛,讓我招架不住/村崎翠, ふ
じさわさほ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05-01-0
(EPUB)
我的媽媽是公主. 2/並庭マチコ作;
徐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50-7 (EPUB)
我們真的學不來!/筒井大志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763-7 (第 21 冊:平
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8177 (第 20 冊:平裝特裝版) NT$130
我 被 自 戀 狂 學 長 雇 用 了 !?/misumi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04-6 (EPUB)
快感凌辱。: 為了保護喜歡的人,被
迫高潮 100 次.../menu。作 .-- 臺北市 :

玦: 孿生/曾耀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蓋亞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9-564-1 (EPUB)
奇比小語: 澎湃野吉陪在你身邊(精
華版)/澎湃野吉著; 楊明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633-8 (EPUB)
忠犬系男孩十年來的單相思/黒田う
らら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09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25-3 (EPUB)
明天請和我談戀愛!/山本小鐵子作;
賴思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0-9975-0 (第 5 冊:平裝)
金田一 37 歳之事件簿/天樹征丸原作;
佐藤文也漫畫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780-4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30
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(復刻愛藏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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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6853-5 (第 29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240 .-- ISBN 978-957-26-6854-2 (第
30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240 .-ISBN 978-957-26-6855-9 (第 31 冊:平
裝首刷附錄版) NT$240 .-- ISBN 978957-26-6856-6 (第 32 冊:平裝首刷附
錄 版 ) NT$240 .-- ISBN 978-957-266857-3 (第 33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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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男友蒙眼愛愛(←其實上陣的人是
弟弟)比平時爽多了...!/一本杭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41-2 (EPUB)
附身神明與妖怪繪師/硝音あや作;
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807-8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
夜巡貓. 6/深谷薰著; 丁世佳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49-79-4
(EPUB)
妳的丈夫,被我睡了。: 深夜的美體
沙龍濕漉漉插入/十色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05-3 (EPUB)
狗 狗 不聽 話 !/ 上田にく 作 ; 張芳馨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16-0 (平
裝) NT$140
妳的這副身體由我來擁抱。: 當了十
年妹妹,與哥哥好友的彆扭戀愛/澪辻
エイ巳, 蜂なな子 著 ; 亂搭編輯部
譯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8-73-5 (EPUB)
空 挺 Dragons/ 桑原太矩作; 林家祥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67-5 (第
10 冊:平裝) NT$130
狐狸大人的求婚攻略/北國良人作;
Shion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21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2-129-7 (平裝)

社畜女夢魔來我家/ゲンツキ作; 九
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24-8 (平裝)

來親熱一下嘛、我的熊系男友。
/Akari Tsuchihash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66-5 (EPUB)

兒時玩伴與我的愛人契約/示路々井
さに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5-16-4 (EPUB)

初戀高個子甜心/爺太作; 趙秋鳳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15-3 (平裝)
NT$140

明烏夢戀唄/朔ヒロ作; 加奈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814-6 ( 平 裝 )
NT$140

為了瘦身必須達到高潮才行嗎!?: 發
情快感重訓/町子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8-63-6
(EPUB)

非常正義. 2= Unusual justice. 2/冷絕原
著; Akoln 漫畫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飛魚創意, 11004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62-3-7 ( 平 裝 )
NT$110
青梅竹馬的那根插得我好舒服: 沒辦
法二選一只好三人行了!?/タマイシ
キネ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78-95-7 (EPUB)

美女★愛琳/荒木飛呂彦作; 吳勵誠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56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13-9 (平
裝) NT$140
看不清的我,無法如願談戀愛。
/Bunny Urasaw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73-3 (EPUB)

勇者(略). 11/BIGUN 著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6762-0 (EPUB)
香奈呼無表情姦/まー九郎著; 買動
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22-7 (PDF)
香奈呼無表情姦/まー九郎著; 買動
漫 編 輯 部 譯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37-1 (EPUB)
皇帝的隨行女官是備受期待的新娘/
佐槻奏多原作; 千種あかり漫畫; 亞
美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85-6 (第 1 冊:平裝)
思春期妄想爆發/もちの米作; 平川
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2-126-6 (平裝)

洗手間裡的可愛小碧池。/波野ココ
ロ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35-1 (EPUB)

威風凜凜的真央,隱藏著容易高潮的
色情肉體。/satukiasya 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18-4 (EPUB)

玲央和真武: 警察二人組/イクニラ
ッパー原作; 斎藤岬 作畫 ; 江昱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63-4 (平
裝) NT$140

限時 60 分鐘!趁學姊的男友不在時霸
王 硬 上 弓 , 讓 她 完 全 墮 落 !/Hirano
Kawaju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22-1
(EPUB)
拜託請穿上,鷹峰同學/柊裕一作; 冰
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2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842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
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/し
めさば原作; 足立いまる漫畫; umo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04-0 (第 4 冊:平裝)

城市獵人完全版/北条司作; 謝怡苓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10-9981-1 (第 1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982-8
(第 1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09983-5 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57-10-9984-2 (第 20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57-10-9985-9 (第 2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10-9986-6 (第 2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987-3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0-9988-0
(第 24 冊:平裝)

阿爾蒂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77-4 (第
10 冊:平裝)

城市獵人完全版(17-24)/北条司作; 謝
怡苓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0-99897 (全套:平裝)

放學後在喫茶店/あずさきな作; 和
靜清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84-9 (第 1 冊:平裝)

美男子與平凡的我之間令人焦慮的
單戀: 只有這個人才能讓我高潮/よ
しだりょう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05-04-1
(EPUB)

咒術迴戰/芥見下々作; 張紹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64-4 (第 15
冊:平裝) NT$100
波族傳奇/萩尾望都著; 丁品安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80-13-1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558014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
978-986-5580-15-5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5580-16-2 (第
4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5580-17-9 (第 5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86-5580-18-6 (全套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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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四想和你一同哭泣/工藤マコト
作; 王明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004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1-665-1 (第 2 冊:平裝)
前進地球. 河海及環保篇/卓宜彬漫
畫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仁仁游
泳教育基金會, 11003 .-- 127 面; 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343-2-2 (平裝)
穿越異世界來愛你/御茶まちこ, 日
向そら, 椎名咲月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5-05-8
(EPUB)
是愛?不是愛?/しっけ作; 李芸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24-5 (平裝首
刷限定版) NT$150

怎麼可能指名你!/桐式トキコ作; 刻
托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958 (平裝) NT$140
春與綠. 1/深海紺作; Cato 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51-4 (EPUB)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58-0 (EPUB)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10-6 (平
裝) NT$350

浸在快樂中的牢籠: 被注入甘甜毒液
/ 唐 橘 毬 耶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98-6 (EPUB)

家庭教師 HITMAN REBORN!(愛藏
版)/天野明作; 賴韋先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6818-4 ( 第 1 冊: 平裝首 刷 附錄版 )
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6819-1 (第
2 冊 : 平 裝 首 刷 附 錄 版 ) NT$250 .-ISBN 978-957-26-6820-7 (第 3 冊:平裝
首 刷 附 錄 版 ) NT$250 .-- ISBN 978957-26-6821-4 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附錄
版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68221 (第 5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250 .- ISBN 978-957-26-6823-8 (第 6 冊:平
裝首刷附錄版) NT$250

春與綠. 2/深海紺作; Cato 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52-1 (EPUB)

真的非常抱歉主人/かろちー著; 買
動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30-2 (PDF)

前輩,這不叫戀愛!Brush up/晴川シン
タ作; 竹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5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28-6 (平裝)

真的非常抱歉主人/かろちー著; 買
動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41-8 (EPUB)

背德兄妹: 我們做的是壞事嗎?/Tatsu
Mizu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19-1
(EPUB)

神明的甜點茶屋: 向見習狐狸提出甜
蜜邀約/倉橋蝶子作; 曾怡華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919-8 ( 平 裝 )
NT$140

思慕雪的熱帶魚/萩埜まこと漫畫;
YUN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01-9 (第 7 冊:平裝)
浴巾之下是真格 SEX!溫泉考察中,打
破常識的全力活塞運動!/タカヤマノ
ン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28-3 (EPUB)
剛才按摩的時候,妳高潮了吧?: 對情
色刺激過於敏感的游泳女生/七草天
音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30-6 (EPUB)
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/亞樹直原作;
沖本秀漫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0-9743-5 (第 20 冊:平
裝)

冥府狩獵者/蝴蝶原著; 陳漢民漫畫 .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悅 智 文 化 館 ,
11005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7018-54-0 (第 4 冊:平裝) NT$280
恐怖寵物店. 漂泊方舟篇/秋乃茉莉
作; 加奈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908-2 (第 3 冊: 平裝首 刷 附錄版 )
NT$130
浴室好朋友: 肥皂與朋友們的浴室日
常/小島動畫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小島動畫, 11003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22-0-9 ( 平 裝 )
NT$300

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. 19/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2-487-8 (EPUB)

草食系男友居然是個心機大野狼我
第一次聽說/卯月たける, 里崎雅作 .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8-92-6 (EPUB)

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. 19/亞樹直作;
沖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2-481-6 (PDF)

笑面鬼必有福上門/山本小鐵子作;
田心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0-9972-9 (第 2 冊:平裝)

酒友砲友男朋友通通都是你/米谷た
かね著; 亂搭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8-71-1 (EPUB)

航海王劇場版: 奪寶爭霸戰卡通漫畫
書/尾田榮一郎原作; 許任駒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6844-3 (上冊:平裝) NT$256 .-ISBN 978-957-26-6845-0 (下冊:平裝)
NT$256

班目主任他又 H 又狡猾!: 把裡面也
變成我喜歡的樣子/カトウロカ作 .--

海倫娜與大野狼先生/布里斯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狐耳, 11004 .-- 104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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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 12 點,今天的我依舊要被繼父侵
犯。/あきは@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01-5 (EPUB)
料理三國. 第 3 卷/本庄敬著; 黃昱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35-3
(EPUB)
純情姪女和悶騷鬼叔叔在衣櫥裡的
祕密.../越智源斗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5-19-5
(EPUB)
純情野獸×變身 KISS: 與青梅竹馬如
同野獸般愛愛?/志水しゅな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8-62-9 (EPUB)
茱莉葉成癮/フジマコ作; 熊次郎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17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1273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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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1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852-8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125
純愛去吃屎啦/風緒作; 黃盈琪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4 .-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760-3 (平裝)
能劇美少年/成田美名子作; 楊雅玲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6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85-9 (第
20 冊:平裝) NT$100

座敷童子霸佔我!/鳥葉ゆうじ作; 布
丁媽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269 (平裝) NT$140
浪蕩的野獸獸性大發/桃ノ木みのむ
し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5-15-7 (EPUB)
島嶼男人過於豪放的搶奪方式: 在波
浪上全力以赴地被愛著/サウロ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23-8 (EPUB)
第一神拳/森川讓次作; 張紹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76-7 (第 130
冊:平裝) NT$100
殺人十角館(漫畫版)/綾辻行人原作;
清原紘漫畫; 涂愫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, 11005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3-3716-4 (第 2 冊:平
裝)
殺人十角館[漫畫版]. 2/綾辻行人原
作; 清原紘漫畫; 涂愫芸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皇冠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3-3717-1 (EPUB)
國木田社長的優雅調教/ゆうき莉子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8-97-1 (EPUB)
從今以後,兩個人/まちお郁作; 趙秋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061 (平裝) NT$140

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64-1 (EPUB)

播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687-8-2 (EPUB)

異世界姐姐,只有在高潮時才能使用
魔法/Yu Ichinomiy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12-2 (EPUB)

被按摩師不斷玩弄的妻子: 不能跟丈
夫說的潮水狂噴按摩/あいす.らて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51-1 (EPUB)

異世界來的企業進軍!?: 前社畜轉職
到異世界!打造勇者難以征服的迷
宮!/七士七海原作; 鵜山はじめ漫畫;
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862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
這段戀情不是虛構的 !/Yuki Nikawa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56-6 (EPUB)

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/蘇我捨恥
原作; 冰樹一世漫畫; 夏德爾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16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026 (第 6 冊:平裝)
被召喚到異世界的我和魔王大人語
言不通/うたしま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918-1 (第 1 冊:平
裝) NT$130
情色妄想癖的春天風暴。/rasu 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8-66-7 (EPUB)
被同事發現是從良女...!哎,不是以此
要 挾 我 跟 你 做 愛 嗎 !?/ 天 野 よ そ ら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20-7 (EPUB)

被高大又色情的大哥哥用後面給吃
掉了/十はや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8-96-4
(EPUB)
這個契約是命中註定嗎?/汐にがり
原作; 小春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, 11004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1-668-2 (平裝)
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!/いみぎむる作;
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396-8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4-429-3 (第 12 冊:平裝)
婆娑島妖事錄/提克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52-8 (EPUB)
婆娑島妖事錄/提克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55-9 (PDF)

從老師的鏡框裡所映出的溫柔世界
/tsubura kuri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45-0 (EPUB)

這個胸部很可以 部長的手正上下左
右中: 今夜又是羞答答怦然心動了-/
貴一みや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8-65-0 (EPUB)

婊男在熱戀緋聞正當中!/フミト作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06-0 (EPUB)

偽婚/Dot Iriy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70-2 (EPUB)

國王排名. 5/十日草輔著; 賴思宇譯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961-3 (EPUB)

棄形記. 1/薪鹽, 袁建滔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09-6-3 (EPUB)

國王排名. 5/十日草輔著; 賴思宇譯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970-5 (PDF)

猛男課長的 SEX 按摩: 超強技術下高
潮迭起的新人 OL.../ころすけ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60-3 (EPUB)

排球少年!! Complete Illustration book
結束與起始/古舘春一作; 蔡夢芳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4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09-9 (平裝)
NT$1000

國王排名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2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74-3 (第
7 冊:平裝)

異世界女子摔角: 轉生偶像,開始當
女子摔角手/9tar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76-4 (EPUB)
異世界小白臉: 轉生後開始經營女性
向風俗店/Shimoy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

深夜中的他與她。/IS 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11-5 (EPUB)
深夜食堂. 23/安倍夜郎作; 丁世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
139

淫無止境的職員旅行「我被自己的
青梅竹馬插進去了...!」/蒼野アキラ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44-3 (EPUB)
張開妳的那裡,將最深處給我看吧?:
H 又霸道的牙科醫生 /京橋こより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65-8 (EPUB)

雪無香/千千夜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904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6751-4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
朝姊/よしだもろへ作; 志野忍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427-9 (第 1 冊:平裝)

結婚第三年,我愛上了被睡走的妻子。
/geroneb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74-0
(EPUB)

毫無保留地傾注於妳: 與熱情上司的
濃烈滿足 SEX/神崎柚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46-7 (EPUB)

黑或白. 5/さちも作; 芙菈格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65-1
(EPUB)

渴望愛的貓/アッチあい作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22-8 (第
1 冊:平裝) NT$140

淫亂上司和忠犬部下/縁々作; 徐柔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25-2 (平
裝) NT$140

備 受 松 坂 家 寵 愛 的 家 政 婦 /Asuka
Sakura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47-4
(EPUB)

理想男友的寵溺略帶狼性: 青梅竹馬
的男友力太破表/青木林子, 大峰い
るか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78-68-1 (EPUB)

黃金神威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21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7428 (第 21 冊:平裝)

無罪之聲/吐崽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原動力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109-7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200 .- ISBN 978-986-06109-8-7 (第 2 冊:平
裝首刷特典版) NT$240

被學生強制指導的性教育課程
/kaneharu katagir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13-9 (EPUB)
深邃的、和炙熱的。: 年下兩人的求
愛行為/Maost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53-5 (EPUB)
通靈童子 尋找馬爾科/武井宏之原作;
JET 草村漫畫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6834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
978-957-26-6833-7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40
超人氣課長那不可理喻的進攻法: 好
好記住讓妳不斷高潮的我/南雲ジュ
リ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42-9 (EPUB)
超七龍珠英雄 宇宙大爆炸任務!/永
山由貴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843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5 .-- ISBN 978957-26-6921-1 (第 1 冊:平裝附錄版)
NT$105
復 仇 十 字 架 : 報 復 的 輪 舞 曲 /Asato
Kake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52-8
(EPUB)
無止盡的嬌喘和濃厚熱牛奶/命わず
か著; 亂搭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8-70-4
(EPUB)

無法控制的白衣微熱/Hinata Inozaki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31-3 (EPUB)
森林裡的熊先生,在冬眠期間被舔舐
乳頭。/HARUCHIKA 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27-6 (EPUB)
就是不對你說喜歡怎麼樣/橈やひろ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5-08-9 (EPUB)
媚食殿/かろちー著; 買動漫編輯部
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26-5 (PDF)
媚食殿/かろちー著; 買動漫編輯部
譯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32-6 (EPUB)
英編輯部的 SEX 業務/縁々原作; 陳
欣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4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1-667-5 (平裝)
菁英醫生不可告人的煩惱/藤河るり
作 ; 陳 姿 君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847-4 (平裝) NT$140
絕倫紳士太愛我: 那麼大的進不來
啦!/Touko Hin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14-6 (EPUB)
發情狗狗的下半身硬硬的/葛城かつ
ら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5-06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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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辣妹的高潮管理: 吊盡囂張處女婊
子的胃口,再獎賞她高潮/Mocco 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10-8 (EPUB)
菖蒲與天音/道滿晴明作; 蔡承胤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4 .- 11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762-7 (平裝)
朝劇!/浦沢直樹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906-8 (第 4 冊:平裝
首刷附錄版) NT$160
甦醒的戀愛記憶/黒井つむじ作; 李
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382 (平裝) NT$140
傀儡花/陳耀昌原著; 飛西啟漫畫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飛魚創意, 11004 .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62-4-4 (平裝) NT$110
黑鐵魔法師. 1/もくふう漫畫; 迷井
豆腐原作; 蒼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72-9 (EPUB)
聖☆哥傳/中村光作; 方郁仁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781-1 (第 19 冊:平
裝) NT$120
遊☆戲☆王(愛藏版)(12-22)/高橋和
希作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7736 (全套:平裝) NT$2990
路人甲的我女體化之後爆受歡迎事
件/福嶋ユッカ作; 謝旻釗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4 .-- 16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1-7610 (平裝)

農大菌物語. 1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0-0 (EPUB)
農大菌物語. 1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5-5 (PDF)
農大菌物語. 2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65-6 (EPUB)
農大菌物語. 2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1-7 (PDF)
農大菌物語. 3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68-7 (EPUB)
農大菌物語. 3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4-8 (PDF)
農大菌物語. 4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66-3 (EPUB)
農大菌物語. 4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2-4 (PDF)
農大菌物語. 5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67-0 (EPUB)
農大菌物語. 5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3-1 (PDF)
農大菌物語. 6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69-4 (EPUB)
農大菌物語. 6/石川雅之作; 洪子喬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6-2 (PDF)
農大菌物語. 7/石川雅之作; 蔡德襄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7-9 (PDF)
農大菌物語. 7/石川雅之作; 蔡德襄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84-7 (EPUB)
農大菌物語. 8/石川雅之作; 蔡德襄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79-3 (PDF)
農大菌物語. 8/石川雅之作; 蔡德襄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86-1 (EPUB)

解不開戀愛算式的理由/須坂紫那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8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747-7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6876-4 (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)
NT$150

禁欲、失敗。: 和無防備邋遢美女的
同居生活,聽說最多只能忍耐 30 天不
做愛/Maki Sakura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26-9 (EPUB)

裏世界遠足/宮澤伊織原作; 水野英
多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5 .-- 22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78-8 (第 2 冊:平裝)

敬啟者: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/高坂
曇天作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13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426-2 (第 1 冊:平
裝)

想成為你的「特別」/鷹丘モトナリ
作 ; 李 其 馨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866-5 (平裝) NT$140

愛情嚮導上野先生. 6/博士漫畫; 上
野原案; 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42-2 (EPUB)

愛我,直達深處/百瀬あん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61-0 (平
裝首刷限定版) NT$170

愛情嚮導上野先生. 7/博士漫畫; 上
野原案; 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43-9 (EPUB)

跟我回去見家長妳應該扛得住吧?:
黑道的束縛愛愛好激烈喔/叶依恭著;
亂搭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78-75-9
(EPUB)

愛情嚮導上野先生. 8/博士漫畫; 上
野原案; 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44-6 (EPUB)

新來的女傭有點怪/昆布わかめ作;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749-1 (第 1 冊: 平裝首 刷 附錄版 )
NT$150
想和前輩親密。/ぞんだ著; 買動漫
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25-8 (PDF)
想和前輩親密。/ぞんだ著; 買動漫
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34-0
(EPUB)
葬送的芙莉蓮/山田鐘人原作; アベ
ツカサ漫畫; 里歐貝萊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05-1 (第 1 冊:平裝首刷
限定版) NT$130
鈴原露露和秘密的催眠 APP/藤崎ひ
かり著; 買動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24-1 (PDF)
鈴原露露和秘密的催眠 APP/藤崎ひ
かり著; 買動漫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3-40-1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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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情嚮導上野先生. 9/博漫畫士; 上
野原案; 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45-3 (EPUB)
想 愛不敢愛 的正義女 神 /本崎月子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5-07-2 (EPUB)
極道主夫/おおのこうすけ作; 趙秋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934 (第 7 冊:平裝) NT$130
爺爺奶奶與阿菊貓/湊文作; 江宇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54-5 (EPUB)
*傻傻未知愛/宮坂香帆作; 小庭譯 .-初版三刷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0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39-408-0 (第 1 冊:
平 裝 ) NT$95 .-- ISBN 978-986-539410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0
鈴鳴之海/Nagomi Maekawa 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8-34-4 (EPUB)
煙與蜜. 1/長蔵ヒロコ作; 蒼貓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66-8
(EPUB)

腳踏車外送員(※跳蛋著裝中),一不
小 心 就 在 外 面 高 潮 了 .../akira aono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09-1 (EPUB)

與淫獸上司的情色交易/吉沢りょう
著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69-9
(PDF)

蔡詩芸愛塗鴉之學校很有事?/蔡詩
芸 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聯 經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764-1 (EPUB)

遇難時,只有剩 SEX 能做了吧?: 和一
絲不掛的大姊姊擁抱取暖吧?/夏生
著; 亂搭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8-74-2
(EPUB)

滿溢而出的甜秘密/塔夜綴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8-67-4 (EPUB)

潔癖小姐和不舉先生: 我想和你零距
離戀愛/Ikaru Yoshida 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8-69-6 (EPUB)

夢 想 著 羅 曼 蒂 克 有 什 麼 不 對 /nao
fujiy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16-0
(EPUB)

擅長捉弄人的(前)高木同學/山本崇
一朗原作; 稻葉光史 漫畫 ; 泪紫音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741-1 (第 5 冊:平裝)

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/アズマサワヨ
シ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4-397-5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4-398-2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4-399-9 (第 9 冊:平裝)

與嚴肅上司的溺愛同居: 難以忘懷的
絕倫性愛/Kako Matsunari 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007-7 (EPUB)

傾聽死亡的夜晚/福山遼子作; 曾怡
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46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
夢魔弟弟愛上警察大哥哥/一十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8-64-3 (EPUB)

與 α 國王來場甜甜戀愛/乃一ミクロ
作 ; 馮 鈺 婷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923-5 (平裝) NT$140

精靈寶可夢 SPECIAL 太陽.月亮/山本
智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5-90-0 (第 2 冊:平裝)

睡衣女子會、現正插入中!?: 你明明
說過你不會對外甥女產生性慾
的...!/Hadagi Shoj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8-21-4 (EPUB)

影宅/リウマトウ作; 陳鈞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87-0 (第
5 冊:平裝)

與朋友的丈夫不倫性愛: 背著丈夫偷
偷亂搞,妻子高潮不斷/市井時計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8-75-7 (EPUB)
蒙面係長 returns/斑目ヒロ作; 尤靜慧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09-2 (平
裝) NT$140

請在伸展台上微笑/猪ノ谷言葉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775-0 (第 20 冊:平裝) NT$100
鄰居正在接受我的治療/七瀬原作;
黃盈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4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666-8 (平裝)

與鬼怪共度的日常(首刷限定版)/灼
作 ; 林 玟 伶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8351 (全套:平裝) NT$360

遭到夜襲「不行...要去了!」: 被年下
的兒時玩伴玩弄了一整夜/いのうえ
みたん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39-9
(EPUB)

與理想的男友發情中。※可是他的
太 大 可 能 進 不 來 /Akari Tsuchihashi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17-7 (EPUB)

輪 迴世界仍 會牽起你 的手 / 七里慧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8-91-9 (EPUB)

與淫獸上司的情色交易/吉沢りょう
著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66-8
(EPUB)

蔡詩芸愛塗鴉之學校很有事?/蔡詩
芸 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聯 經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763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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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姐對我做的事/笹森トモエ著; 買
動漫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23-4 (PDF)
學姐對我做的事/笹森トモエ著; 買
動漫編輯部譯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33-3 (EPUB)
諾亞漫畫/顧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威向, 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5-177-8 ( 第 2 集 : 平 裝 )
NT$160
機密聖經 約定的夢幻島. 0, MYSTIC
CODE/白井カイウ原作; 出水ぽすか
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24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830-6 (平裝) NT$170
親親姊妹/めの作; 方郁仁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924-2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
貓貓契約/楢崎壮太作; 徐柔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6831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.- ISBN 978-957-26-6832-0 (第 2 冊:平
裝) NT$140
龍騎士的心愛之人/織川あさぎ原作;
蒼崎律漫畫; 倚風沐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98-86-3 (第 1 冊:平
裝)
總之就是很可愛/畑健二郎作; 柯冠
廷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744-2 (第 13 冊:平裝)
環繞的愛/淀川ゆお作; 陳姿君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79-5 (平裝首
刷附錄版) NT$150
轉生史萊姆日記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
萊姆這檔事/伏瀬原作; 柴漫畫; 張紹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835 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
轉生成蜘蛛又怎樣!. 9/かかし朝浩漫
畫; 馬場翁原作; 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56-9 (EPUB)
簡易的墮落羅曼史/赤原ねぐ作; 刻
托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0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910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
雙星之陰陽師/助野嘉昭作; 陳書萍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66-8 (第
24 冊:平裝) NT$100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. 10/あ
やめぐむ漫畫; 愛七ひろ原作; 王志
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74-3 (EPUB)
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/伏瀬
原作; 川上泰樹漫畫; 黃則霖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782-8 (第 17 冊:平
裝) NT$150
邊緣人與角落上司整晚喵喵喵/磐井
ユ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78-99-5 (EPUB)
鏈鋸人/藤本樹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6761-3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6748-4 (第
10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20
獻 身 給 魔 王 伊 伏 洛 基 亞 吧 !/Io
Kaziwar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8-49-8
(EPUB)
魔王經紀人/黑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4-391-3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4-392-0 (第 6 冊:平裝)
魔王與終焉雪漫畫/拆野拆替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, 11005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5-178-5 (第
1 冊:平裝) NT$160

魔法使的新娘/ヤマザキコレ作; 蔡
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6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927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00
鐵界戰士/墨佳遼作; 張紹仁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6778-1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30

約 65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20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
DV8: 私家偵探. 2/紀蔚然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398-3
(EPUB)

魔鬼訓練的鬼教官,其實是抖 M 女。
/Hiroshi Arin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08-4 (EPUB)

Infinite Dendrogram 無 盡 連 鎖 . 15,
GAME OVER/ 海道左近 作 ; 黃則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84-9 (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6885-6 (平裝
首刷限定版)

魔都精兵的奴隸/タカヒロ原作; 竹
村洋平漫畫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808-5 ( 第 4 冊 : 平 裝 )
NT$100

Re: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/長月達平
作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4 .-- 3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5-92-4 (第 21 冊:平裝特別
版)

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: 從今天開
始的自由職人生活/甘岸久弥原作;
釜田漫畫; 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15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23-1 (第 2 冊:
平裝)

Slingshot: a journey to Mars on a
shoestring/by Alain Brian Chang-Sinai .- 臺 北 市 : Alain Brian Chang-Sinai,
11003 .-- 4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74-1 (平裝)

灌籃少年. ACT4/八神浩樹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71-2 (第
7 冊:平裝) NT$100
戀人的甜蜜輕咬/湯煎温子作; 李其
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266 (平裝) NT$140
讚啦!光源氏: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/est
em 作; 劉蕙菁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黑白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99357-5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86-99357-4-6 (第 1 冊:平
裝) NT$250
鑽石王牌 actII. 18/寺嶋裕二著; 方郁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55-2 (EPUB)

小說及雜文

Special issue on classical poetry from
Taiwan/editor Kuo-ch'ing Tu, Terence
Russell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
11005 .-- 16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0-445-0 (平裝)
一房兩廳三人行 1-26 歲上班族與兩
名女高中生開始同居生活/福山陽士
作; シソ插畫; 陳士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47-7 (EPUB)
十二首歌(特別珍藏版)/Middle 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00-3 (EPUB)
八男?別鬧了!. 17/Y.A 作; 藤ちょこ插
畫; 李文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58-3 (EPUB)
卜洛克雅賊系列套書/勞倫斯.卜洛克
(Lawrence Block) 王凌霄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27-3 (EPUB)

诡轶纪事. 1, 清明断魂祭/笭菁, 龙云,
尾巴, 御我, 路边摊作 .-- 臺北市 : 嗨
森數位文創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605-52-7 (EPUB)

人間紀錄 超殘虐愛神. 2/林明亞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55-9
(EPUB)

D 坂殺人事件(亂步復刻經典紀念
版)/江戶川亂步作; 王華懋譯; 高銘孝
朗讀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3 .--

凡人修仙之仙界篇/忘語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201-1 (第 41 冊: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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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40-0 (第 4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41-7
(第 4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42-4 (第 4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43-1 (第 45 冊:平裝)
山生有杏/佬妖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信昌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489-296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57-489-338-6 (第 7 冊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-489-3010 (第 6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57-489-300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57-489-299-0 (第 4 冊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-489-2983 (第 3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57-489-297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57-489-339-3 (第 8 冊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-489-3409 (全套:平裝)
大地之子/山崎豐子著; 章蓓蕾, 王華
懋 譯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麥 田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30-0 (PDF)
大奉打更人/賣報小郎君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172-4 (第 2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09-7 (第 2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10-3
(第 2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48-6 (第 2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66-0 (第 27 冊:平裝)
大俠等一等/神邦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859-0 ( 第 10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860-6 (第
1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515-861-3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90
小書痴的下剋上: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
員不擇手段!. 第四部, 貴族院的自稱
圖書委員. VII/香月美夜著; 許金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10-2
(PDF)
大象死去的河邊/黃錦樹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4-922-5 (EPUB)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167-0 (第 3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168-7 (第 3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69-4 (第 38
冊:平裝)
大醫凌然/志鳥村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173-1 (第 2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174-8 (第 2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75-5 (第 28
冊:平裝)
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/羊太
郎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902-0 (第 18 冊:平裝首刷限
定版)
不 存 在 的 罪 人 / 柯 琳 . 胡 佛 (Colleen
Hoover)著; 楊佳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方言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0-05-9 (EPUB)
少年與狗/馳星周著; 楊明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350-3
(EPUB)
少年與狗/馳星周著; 楊明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353-4 (PDF)
月亮前方三公里/伊與原新著; 王蘊
潔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皇 冠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701-0 (EPUB)
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平凡大叔,其實
是地表最強戰神/相野仁作; 黃健育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95-5 (第
3 冊:平裝)
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Ａ4 孤
獨的神學家/下等妙人作; 水野早桜
插畫; 邱鍾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39-2 (EPUB)
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Ａ5 教
宗洗禮/下等妙人作; 水野早桜插畫;
邱鍾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40-8 (EPUB)
用心.忘記/展令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11-6 (PDF)
加太的青鳥/太陽奈克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15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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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車站(時代書封版)/蔡素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51-1 (EPUB)
去你的正常世界/大坦誠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如何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6-580-0 (EPUB)
玄門醫聖/魚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856-9 ( 第 49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857-6 (第
50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515-858-3 (第 51 冊:平裝) NT$190
只要長得可愛,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
嗎?/花間燈作; 吳天立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6888-7 (第 1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57-26-6903-7 (第 12 冊:平裝首刷限
定版)
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
族. 4/月夜涙作; れい亜插畫; 鄭人彥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68-2 (EPUB)
只是當時已惘然/見澤居士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22-2 (PDF)
仙帝歸來/風無極光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192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192-2 (第 99
冊:平裝)
失業/柴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8-12-3 (PDF)
永遠的第 1 名: WBL1/羽宸寰著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848-7 (EPUB)
永遠的第 1 名: WBL1/羽宸寰著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857-9 (PDF)
江山如夢/自初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872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240 .- ISBN 978-986-515-873-6 (第 3 冊:平
裝) NT$240 .-- ISBN 978-986-515-8743 (第 4 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 978986-515-918-4 (第 5 冊:平裝) NT$240 .- ISBN 978-986-515-919-1 (第 6 冊:平
裝) NT$240

死亡荷爾蒙/李熙麗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14-7 (PDF)

血河魔燈. 上冊/田歌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0-7 (PDF)

自以為是亨佛萊鮑嘉的賊/勞倫斯.卜
洛克著; 林大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臉譜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5-917-4 (EPUB)

艾迪.弗林系列套書(不能贏的辯護、
騙局、騙子律師、第 13 位陪審員）
/史蒂夫. 卡瓦納(Steve Cavanagh) 作;
葉旻臻, 聞若婷, 林零, 楊沐希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9-77-4
(EPUB)

自我魔術方塊/薛惠元(Seol Hea: Won)
著; 馮燕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
幻基地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17-1-5 (EPUB)
交易生子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367-9 (EPUB)
灰姑娘掉落的甜點/裴甯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65-1-4 (EPUB)
宇宙奧狄賽. 1, 星石驛站/洪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56-6
(EPUB)
宇宙奧狄賽. 2, 光之復讎/洪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57-3
(EPUB)
宇宙奧狄賽. 3, 永劫銀河/洪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58-0
(EPUB)
宇宙奧狄賽. 4, 歙粒無涯/洪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59-7
(EPUB)

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. 5/松山剛作;
珈琲貴族插畫; 邱鍾仁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59-0 (EPUB)
冰 凍 地 球 三 部 曲 / 傑 瑞 . 李 鐸 (A.G.
Riddle)作; 陳岳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奇幻基地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317-8-4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239
冰凍地球終部曲: 失落星球/傑瑞.李
鐸著; 陳岳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奇幻基地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17-2-2 (PDF)
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,在現實
世界照樣無敵: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
運/美紅作; 蕪村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891-7 (第 3 冊:平裝)
后翼棄兵/沃爾特.特維斯著; 呂玉嬋,
陳芙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706-5 (PDF)

宇宙奧狄賽. 6, 魔鬼的破曉/洪凌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61-0
(EPUB)

全職公敵/石川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862-0 ( 第 10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863-7 (第
1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515-864-4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986-515-902-3 (第 13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030 (第 1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04-7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90

如果電話亭/蔡欣純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雙囍出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388-8-7 (EPUB)

朱顏血.蒼蘭/小悴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23-5 (EPUB)

如果電話亭/蔡欣純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雙囍出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388-9-4 (PDF)

衣櫃裡的賊/勞倫斯.卜洛克著; 易萃
雯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臉 譜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16-7 (EPUB)

宇宙奧狄賽. 5, 上帝的永夜/洪凌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60-3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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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上春樹における運命/中村三春監
修; 曾秋桂編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淡大出版中心, 11004 .-- 4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-83-2 (平裝)
NT$600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159-5 (第 5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197-7 (第 5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98-4 (第 5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99-1
(第 5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00-4 (第 60 冊:平裝)
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. 上/東奔西顧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105-0 (EPUB)
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. 下/東奔西顧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106-7 (EPUB)
男妃在上/兩百斤道長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39-450-9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39-451-6 (下
冊:平裝) NT$260
沒有魔力的我與精靈公主的命定契
約/無胥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898-6 (第 2 冊:平裝)
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。/海空りく
作 ; 吳 天 立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850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6851-1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我的天下. 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21-1 (EPUB)
我的天下. 10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6-5 (EPUB)
我的天下. 1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5-8 (EPUB)
我的天下. 1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4-1 (EPUB)
我的天下. 1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3-4 (EPUB)

我的天下. 1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2-7 (EPUB)
我的天下. 1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1-0 (EPUB)
我的天下. 1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0-3 (EPUB)
我的天下. 17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29-7 (EPUB)
我的天下. 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22-8 (EPUB)
我的天下. 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9-6 (EPUB)
我的天下. 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25-9 (EPUB)
我的天下. 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28-0 (EPUB)
我的天下. 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26-6 (EPUB)
我的天下. 7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8-9 (EPUB)
我的天下. 8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27-3 (EPUB)
我的天下. 9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37-2 (EPUB)
我念你如初/顧西爵著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0-9851-7 (EPUB)
我念你如初/顧西爵作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0-9859-3 (PDF)
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!. 14, 綾瀨 if.
下/伏見つかさ作; かんざきひろ插
畫; 周庭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69-9 (EPUB)
我 的徒弟都 是大反 派 / 謀生任轉蓬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
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8835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884-2 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 .- ISBN 978-986-515-885-9 (第 6 冊:平
裝) NT$180
我依然心繫於你. 1/あまさきみりと
作; フライ插畫; Runoka 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61-3 (EPUB)
完 美 殘 骸 / 海 倫 . 菲 爾 德 (elen Sarah
Fields) 楊佳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馬可孛羅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9-76-7 (EPUB)
別送/鍾文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34-8 (EPUB)
把泰德威廉斯交易掉的賊/勞倫斯.卜
洛克著; 易萃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臉譜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5-920-4 (EPUB)
攻略帥大叔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659-2 (EPUB)
攻略帥大叔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660-8 (PDF)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227-1 (第 3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228-8 (第 3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29-5 (第 3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30-1 (第 3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31-8
(第 35 冊:平裝)
別無選擇的賊/勞倫斯.卜洛克著; 王
凌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14-3 (EPUB)
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!?. 1/望公
太作; ぎうにう插畫; 曹如蘋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60-6
(EPUB)
伺機下手的賊/勞倫斯.卜洛克著; 尤
傳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23-5 (EPUB)
克羅洛戰記: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,最
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/サイトウ
アユム作; 林均鎂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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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8825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6883-2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/三河ごーすと
作 ; 呂 郁 青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889-4 (第 4 冊:平裝)
延平北路十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/賈
彝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7-59-0 (PDF)
法式甜點幸福堂書店/秦本幸彌著;
連雪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708-9 (PDF)
武林高手不好混/喬寧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58-5 (EPUB)
武林高手不好混/喬寧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61-5 (PDF)
牧神記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160-1 (第 6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161-8 (第 6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162-5 (第 6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163-2 (第 6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64-9 (第 6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35-6
(第 6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36-3 (第 6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37-0 (第 6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238-7 (第 69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239-4 (第 70 冊:平裝)
花豹與白兔/蔡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843-4 (EPUB)
花豹與白兔/蔡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848-9 (PDF)
孟婆傳奇. 墨舞篇/李莎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52-8 (EPUB)
金緣喜嫁/山有木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178-6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179-3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80-9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81-6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82-3
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183-0 (第 6 冊:平裝)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170-0 (第 2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208-0 (第 28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234-9 (第 29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60-8 (第 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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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171-7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32-5
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33-2 (第 2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61-5 (第 2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262-2 (第 27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263-9 (第 28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64-6 (第 2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65-3 (第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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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26-67521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信使的遺產: 魔印人短篇集/彼得.布
雷特(Peter V. Brett)著; 戚建邦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66-5
(EPUB)
紅玫瑰與白玫瑰/張愛玲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3-3705-8 (PDF)
風流宰相臥龍床番外集: 尋賊記/ami
亞海著 .-- 新北市 : 41%海風的甜度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24-0-7 (EPUB)
客家語文短篇小說: 紅橋水聲/吳聲
淼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吳聲淼,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71-0 (平裝) NT$300
限量<<我的小確幸>>(劇集書衣版)/
東奔西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
國際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06-103-6 (全套:平裝)
美麗的凶器/東野圭吾著; 李宜蓉譯
者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07-2
(PDF)

夏日灼冰/控而已作 .-- 苗栗縣 : 凌雲
工作室, 11004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374-6-7 ( 平 裝 )
NT$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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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4-924-9 (PDF)
逆光的青春. 1, 天使的眼淚/梅洛琳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嗨森數位文創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05-51-0 (EPUB)
宵物語/西尾維新著; 哈泥蛙譯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852-4 (EPUB)
宵物語/西尾維新著; 哈泥蛙譯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855-5 (PDF)
浮雲/林芙美子著; 李彥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31-7 (PDF)
鬼滅之刃. 兄妹之絆與鬼殺隊篇/吾
峠呼世晴原作; 松田朱夏作; 林佳祥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4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746-0 (平
裝)
神落帝皇的魔法使/易人北作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899-3 (第 1 冊:平裝)
狼與守夜人/尼可拉斯.納歐達著; 廖
素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17-4-6 (PDF)
神貓小咪與貓用品召喚師的異世界
奮鬥記/にゃんたろう作; 陳靖涵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6893-1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26-6894-8 (第 1 冊:平裝
首刷附錄版)

(第 4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21-9 (第 50 冊:平裝)
掉了手機,撿到妖♂精!?. vol.3, 春夢
同時是預知夢沒有衝突啊!/子陽作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00-6 (平裝)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. 1/健之字著; 許
昆暉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60-6
(EPUB)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. 1/健之字著; 許
昆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66-8 (PDF)
情予温寒/欲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旭儒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027-6-0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06027-7-7 (下冊:平裝)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上/烽火戲諸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0718 (全套:平裝)
異世界拷問姬. 6/綾里惠史作; 鵜飼
沙樹插畫; 梁恩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53-8 (EPUB)
從本能寺開始與信長統一天下/常陸
之介寛浩作; 郭蕙寧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5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896-2 (第 2 冊:平裝)
都市偷香賊. 13/雪凡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24-2 (EPUB)
麥田賊手/勞倫斯.卜洛克著; 尤傳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24-2
(EPUB)
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5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8-247-9 (第 36 冊:平
裝)

異形/Alan Dean Foster 著; 富海科技翻
譯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62-0 (EPUB)

第一師兄/言歸正傳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217-2 (第 4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18-9 (第 4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19-6 (第 4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20-2

異形/Alan Dean Foster 著; 富海科技翻
譯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67-5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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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形. 2/Alan Dean Foster 著; 富海科技
翻譯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63-7 (EPUB)
異形. 2/Alan Dean Foster 著; 富海科技
翻譯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68-2 (PDF)
異形. 3/Alan Dean Foster 著; 富海科技
翻譯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64-4 (EPUB)
異形. 3/Alan Dean Foster 著; 富海科技
翻譯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969-9 (PDF)
許你萬丈光芒好/囧囧有妖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842-2 (第 5 冊:
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515843-9 (第 6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
978-986-515-844-6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250
深夜古董店. 1, 瓷靈現身/吉羽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62-8
(EPUB)
深夜的電話: 小酒井不木偵探短篇集
/小酒井不木著; 侯詠馨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64-0 (EPUB)
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,或是開創世
界的聖戰. 8/細音啓作; 猫鍋蒼插畫;
蔚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38-5 (EPUB)
梅洛琳作品. 1, 被月光看上的男人/
梅洛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嗨森數
位文創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605-49-7 (EPUB)
梅洛琳作品. 2, 第四者/梅洛琳作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嗨 森 數 位 文 創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05-50-3 (EPUB)
唯娘子是從/鶴仙姑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184-7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185-4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86-1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87-8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88-5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189-2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190-8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191-5 (第 8 冊:平裝)

淫術鍊金士. 21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3-2 (EPUB)

偵探已死/二語十著; 許昆暉譯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850-0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2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2-5 (EPUB)

偵探已死/二語十著; 許昆暉譯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856-2 (PDF)

淫術鍊金士. 23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1-8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05-1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4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0-1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0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00-6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5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9-5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1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9-4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6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8-8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2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76-5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7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7-1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3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71-0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8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6-4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4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01-3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9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5-7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5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4-9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3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8-7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6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04-4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30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4-0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7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06-8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31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3-3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8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7-0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32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2-6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19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6-3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33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1-9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03-7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34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80-2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20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95-6 (EPUB)

淫術鍊金士. 35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79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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淫術鍊金士. 36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78-9 (EPUB)
淫術鍊金士. 4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74-1 (EPUB)
淫術鍊金士. 5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72-7 (EPUB)
淫術鍊金士. 6/帥呆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93-973-4 (EPUB)
淫術鍊金士. 7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02-0 (EPUB)
淫術鍊金士. 8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77-2 (EPUB)
淫術鍊金士. 9/帥呆作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3-975-8 (EPUB)
逍遙小散仙. 19/迷男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20-4 (EPUB)
魚龍舞. 卷十三/默默猴作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未來數位, 11004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24-6-1 (平
裝) NT$180
接觸感應. 一/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鏡文學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7-55-2 (PDF)
接觸感應. 二, 遺失的高跟鞋/滅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61-3 (PDF)
接觸感應. 三, 虛偽的自殺信/滅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62-0 (PDF)
超凡小師叔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251-6 (第 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52-3 (第 6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53-0 (第 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54-7
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55-4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56-1 (第 10 冊:平裝)
掌心的京都/綿矢莉莎著; 王華懋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32-4 (PDF)

絕代神主/百里龍蝦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192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157-1 (第
115 冊:平裝)

黃檸檬/權汝宣著; 蕭素菁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75-7 (PDF)

替身/蘇菲.漢娜, B.A.芭莉絲, 克萊爾.
麥金托, 荷莉.布朗著; 楊睿珊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15-0 (EPUB)

無職轉生: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.
21/理不尽な孫の手作; シロタカ插
畫; 陳柏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71-2 (EPUB)

渣男出沒中/花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4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9-449-3 ( 平 裝 )
NT$250

喜歡引用吉卜齡的賊/勞倫斯.卜洛克
著; 徐秋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
譜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21-1 (EPUB)

黃昏的初戀: 我遇見賽斯心法/停雲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20-8 (PDF)

碰!麻將桌旁坐看百年中國/郝洛吉,
錢德純著; Edgar Du 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四塊玉文創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67-1 (EPUB)

畫風像蒙德里安的賊/勞倫斯.卜洛克
著; 嚴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25-9 (EPUB)

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. 5/支倉
凍砂作; 文倉十插畫; 吳松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41-5
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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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9-78-1 (PDF)
貴族轉生: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
強力量/三木なずな作; 倚風沐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28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5-917 (第 1 冊:平裝特別版)
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/イズシロ作;
王仁鴻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886-3 (12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6887-0 (12:平
裝首刷限定版)
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,你也願意
娶回家嗎?. 3/浅岡旭作; アルデヒド
插畫; Y.S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62-0 (EPUB)
黑貓: 愛倫.坡恐怖推理小說集/愛倫.
坡著; 游若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9-898-5 (EPUB)
黑貓: 愛倫.坡恐怖推理小說集/愛倫.
坡著; 游若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9-899-2 (PDF)
黃檸檬/權汝宣著; 蕭素菁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72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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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峯塔/張愛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皇冠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3-3704-1 (PDF)
嗜血門徒/麥克.歐默著; 李雅玲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36-5 (EPUB)
馴羊記/徐振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785-7 (EPUB)
馴羊記/徐振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797-0 (PDF)
當年鐵甲動帝王/步簾衣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墨扉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9853-6-9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99853-7-6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99853-8-3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99853-9-0 (全
套:平裝) NT$860
道君/躍千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158-8 (第 6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193-9 (第 6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194-6 (第 6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195-3 (第 6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196-0 (第 65
冊:平裝)
聖武時代/道門弟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
978-986-515-865-1 ( 第 25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866-8 (第
26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515-867-5 (第 27 冊:平裝) NT$190
新約魔法禁書目錄. 21/鎌池和馬作;
はいむらきよたか插畫; Seeker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73-6
(EPUB)
*感恩與傳承散文集/謝明瑞編著 .-臺北市 :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
會, 11003 .-- 3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12-0-3 (平裝) NT$250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166-3 (第 4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06-6 (第 4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07-3
(第 4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46-2 (第 4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59-2 (第 47 冊:平裝)
詭軼紀事. 1, 清明斷魂祭/笭菁, 龍雲,
尾巴, 御我, 路邊攤作 .-- 臺北市 : 嗨
森數位文創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605-53-4 (EPUB)
詭軼紀事. 壹, 清明斷魂祭/Div(另一
種聲音), 星子, 龍雲, 笭菁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7-5-3 (PDF)
詭軼紀事. 壹, 清明斷魂祭/Div, 星子,
龍雲, 笭菁著 .-- 新北市 : 笭菁工作室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23-3-2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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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19-3 (EPUB)
赫克歷險記/馬克.吐溫(Mark Twain)
著; 王安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753-5 (EPUB)
赫克歷險記/馬克.吐溫(Mark Twain)
著; 王安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756-6 (PDF)
綠茶小姐十分甜/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57-8 (EPUB)

綠茶小姐十分甜/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62-2 (PDF)
滯留結界的無辜者/天地無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57-6 (PDF)
塵埃與灰燼/艾米.哈蒙(Amy Harmon)
著; 林小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光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3-17-4 (EPUB)
疑案辦: 血色芙蓉/唐嘉邦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凌宇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8-2-8 (EPUB)
圖書館裡的賊/勞倫斯.卜洛克著; 王
志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19-8 (EPUB)
碧藍航線 Episode of Belfast/助供珠樹
作 ; 劉 仁 倩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880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6881-8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遠離塵囂/湯瑪士.哈代作; 許純華, 游
佳霖, 溫澤元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好人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76-8-5 (EPUB)
遠離塵囂/湯瑪士.哈代著; 許純華 游
佳霖 溫澤元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好
人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76-9-2 (PDF)
廢土走私商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212-7 (第 14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45-5 (第 1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50-9 (第 16
冊:平裝)
養心. 1, 消失的生死玦/陳郁如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68-4
(EPUB)
劍仙在此/亂世狂刀 01 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165-6 (第 3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02-8 (第 3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03-5
(第 3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04-2 (第 3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05-9 (第 4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222-6 (第 4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223-3 (第 42 冊:平裝) .-150

ISBN 978-986-528-224-0 (第 4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25-7 (第 4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26-4
(第 45 冊:平裝)
請把我當成妹妹,給我超越女友的愛。
/滝沢慧作; 蕪村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892-4 (第 2 冊:平裝)
暴雨翩飛/梁忠勤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16-1 (PDF)
熱帶/森見登美彥著; 高詹燦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經 典 圖 文 傳 播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54-0-9 (PDF)
嬌羞俏夢魔的得意表情真可愛. 3: 那
個,我也要認真起來了喔……?/旭蓑
雄作; なたーしゃ插畫; 李君暉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63-7
(EPUB)
數湯匙的賊/勞倫斯.卜洛克著; 易萃
雯譯 .-- 1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26-6
(EPUB)
熱源/川越宗一著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09849-4 (EPUB)
熱源/川越宗一作; HANA 譯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0-9858-6 (PDF)
閱讀史賓諾莎的賊/勞倫斯.卜洛克著;
林敏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18-1 (EPUB)
請讓我消失吧/葦舟ナツ作; げみ插
畫; 林于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57-6 (EPUB)
戰鬥員派遣中!. 6/暁なつめ作; カカ
オ.ランタン插畫; 林孟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55-2
(EPUB)
機械狂潮/半步滄桑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176-2 (第 1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11-0 (第 1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44-8 (第 19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49-3
(第 20 冊:平裝)
臨淵行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177-9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213-4 (第 1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214-1 (第 1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15-8 (第 1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16-5 (第 15
冊:平裝)
雖然現在還只是「青梅竹馬的妹
妹」。. 1, 學長,我有一個願望。/涼
暮皐作; 何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890-0 (平裝)
轉生成蜘蛛又怎樣!. 13/馬場翁作; 輝
竜司插畫; 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64-4 (EPUB)
簽名買賣人. 2021 年新版/莎娣.史密
斯(Zadie Smith)著; 郭品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9-84-8 (PDF)
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
廢柴這件事/佐伯さん作; 郭蕙寧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6836-8 (第 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26-6837-5 (第 3 冊:平裝
首刷限定版)
瓊明神女錄/劍氣長存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850-7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8514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852-1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90
*霧峰向日葵家園文集. 第九集/林豐
隆, 蔡宥明, 林立君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霧峰向日葵家園, 11003 .-- 6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8-1-3 (平
裝) NT$500
難得拿到外掛轉生至異世界,就想要
隨心所欲過生活/ムンムン作; 林佳
祥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8979 (第 2 冊:平裝)
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. 2: 即使
不再是戀人/紙城境介作; たかや Ki
插畫; 可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46-0 (EPUB)

鐵百合/陳瑤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鏡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7-58-3 (PDF)

艷獸都市. 3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09-9 (EPUB)

蘭若仙緣/糖醋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853-8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854-5 (第
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515-855-2 (第 9 冊:平裝) NT$180

艷獸都市. 4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9-8 (EPUB)

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/川口士作;
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4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758-3 (第 5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
艷獸都市. 6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7-4 (EPUB)

歡迎光臨忘憂早餐店/古家榕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379-4 (PDF)
歡迎光臨錫爾帕夏車站: 2021 多向文
本小說協作計畫/連明偉, 吳曉樂, 路
內, 鍾旻瑞, 朱國珍, 朱宥勳, 邱常婷,
林育德, 張維中, 鄧九雲, 包冠涵, 陳
雨航, 張亦絢, 張怡微, 凌明玉, 葉佳
怡, 楊双子, 沈意卿, 沈默, 瀟湘神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50-4
(EPUB)

艷獸都市. 5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2-9 (EPUB)

艷獸都市. 7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4-3 (EPUB)
艷獸都市. 8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3-6 (EPUB)
艷獸都市. 9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5-0 (EPUB)
千里音緣一弦牽/三分微光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向上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7360-93-9 (EPUB)

聽雪譜. 3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93-970-3 (EPUB)

其他

戀人們的森林/森茉莉(Mori Mari)作;
王華懋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
務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5-3312-5 (EPUB)

-Self: A-KU 寫真/阿古, 小米作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15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347-5 (平
裝)

艷獸都市. 1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8-1 (EPUB)

0 戒心銷售術: 掌握 9 大銷售重點,精
準找到客戶的痛點/黃榮華, 肖贊著 .- 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14-4 (EPUB)

艷獸都市. 10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07-5 (EPUB)
艷獸都市. 11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08-2 (EPUB)
艷獸都市. 12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1-2 (EPUB)
艷獸都市. 13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0-5 (EPUB)
艷獸都市. 2/秦守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16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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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000 公里單車回家路: 一個女生的
絲路之旅/謝承惠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謝承惠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11-3 (EPUB)
19 能量法/張若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39-9 (EPUB)
24 節氣養生食方(新修版)/中國養生
文化研究中心著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26-6-9 (PDF)
24 節氣養生藥方(新修版)/中國養生
文化研究中心著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
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26-7-6 (PDF)

- 17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5943-8 (平裝)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45-8
(PDF)

30 歲起輕鬆練!穿衣好看免修圖塑體
操/森拓郎著; 張佳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如何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6-579-4 (EPUB)

Artists in Taiwan: 臺灣插畫.漫畫家藝
術精選/Ahoi 等作; Pixiv 監修; 吳慶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19-568-9 (EPUB)

Costco 便當好食提案/卡卡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55-4
(EPUB)

40 歲,精采人生才開始: 從 1 萬人的
經驗談看見真正該做的事/大塚壽著;
沈俊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4-382-2 (EPUB)
5 Elements music training. level 1(Op
10)/[by] Matthew Koumis .-- 臺北市 :
河流音樂圖書, 11003 .-- 83 面; 4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3197-8-2 (平裝)
5 Elements piano training. level 1(Op
9)/[by] Matthew Koumis .-- 臺北市 : 河
流音樂圖書, 11003 .-- 62 面; 4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3197-7-5 (平裝)
50 年老中醫秘傳精粹辨症藥方/謝英
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26-2-1 (EPUB)
5 件好物,DIY 家用所有清潔、沐浴、
美妝與保養用品: 天然配方,零化學
無 污染 , 打 造環保 省錢 的健 康生 活
/smarticular.net 著; 黃鎮斌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2-53-4 (EPUB)
<<蕉風>>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/林春
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45-8 (EPUB)
<<蕉風>>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/林春
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50-2 (PDF)
akeruE: 平塚牧人的 72 道甜點工藝/
平塚牧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
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667-2 (EPUB)
Applicable solutions against rice blast in
Asia/edited by Yoshimichi Fukuta, Akira
Hasebe, Masayasu Kato, Ray-Yu Yang .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亞太糧肥技術中
心, 11003 .-- 2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366-4-4 (平裝)
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a new era:
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/editor
Li Fen Wang .-- 臺北市 : 書林, 11003 .-

Baby Hands 寶 貝 手 英 語 . Book
2/[author Purple Cow Editorial Team] .-1st ed. .-- 高雄市 : 紫牛文化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236-1-1 (全套:
平裝) NT$1390
Baby Hands 寶 貝 手 英 語 . Book
3/[author Purple Cow Editorial Team] .-1st ed. .-- 高雄市 : 紫牛文化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236-2-8 (全套:
平裝) NT$1390
Baby Hands 寶 貝 手 英 語 . Book
4/[author Purple Cow Editorial Team] .-1st ed. .-- 高雄市 : 紫牛文化, 110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236-3-5 (全套:
平裝) NT$1390
C 21: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(student
book). level 1/by Nina O'Driscoll, Jake
Hughes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04 .-- 136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215 (平裝)
C 21: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(student
book). level 2/by Jake Hughes .-- 臺北
市 : 敦煌, 11004 .-- 14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57-606-923-9 (平裝)
C 21: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(student
book). level 3/by Nina O'Driscoll, Jake
Hughes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04 .-- 15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260 (平裝)
CIA 洗腦計畫: 解密美國史上最暗黑
的心智操控實驗/史蒂芬.金瑟
(Stephen Kinzer)著; 朱怡康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9-0-5 (EPUB)
CIA 洗腦計畫: 解密美國史上最暗黑
的心智操控實驗/史蒂芬.金瑟
(Stephen Kinzer)著; 朱怡康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9-1-2 (PDF)
CNN 主播教你說關鍵時刻的英語/希
伯崙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.-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4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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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Cuộc đời hạnh phúc: Bách Hiếu Kinh
Thánh Triết Ngữ Lục= 幸福人生: 百
孝 經 聖 哲 語 錄 / 燶 賢 仙 佛 (Thánh
Hiền Tiên Phật)齊著; 張譚金花越文
翻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光慧文化,
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768-89-8 (平裝) NT$120
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: dialogue
with social innovation/editor Julian
Chow, Pei-Shan Yang, Eden Social
Welfare Foundation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伊甸基金會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819-43-6 (EPUB)
English
for
successful
presentations/author Seraphim William
Davidson, Tanya Lin .-- 臺北市 : 空中
美語文教, 11004 .-- 80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5-32-6 (平裝)
ETF 量化投資學: 智能投資的幸褔方
程式/韓傳祥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53-4 (PDF)
Excel 函數庫最完整職場商業應用王
者歸來/洪錦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深智數位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1-91-4 (PDF)
EZ Japan 日語會話課: N2 語彙聽力全
面提升. 在地生活篇/今泉江利子, 本
間岐理, EZ Japan 編輯部作; 游翔皓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66-6 (EPUB)
EZ Japan 日語會話課: N2 語彙聽力全
面提升. 在地生活篇/今泉江利子, 本
間岐理, EZ Japan 編輯部作; 游翔皓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70-3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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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37-8 (EPUB)
Gateways to cross-cultural exchanges(寂
天雲隨身聽 APP 版)/Ching-Yi Tien,

Paul C. TALLEY, Yukiri Kusaka,
Mohamed Reddad, Grace Po-ting Fang
著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
11003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8-996-1 (菊 8K 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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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77-7 (PDF)
Glossika how the ox is represented in 10
cultures and languages/Team Glossika
作 .-- 臺北市 : 萬語研發科技有限公
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42-1-1 (PDF)
Hit101 中文流行鋼琴百大首選(簡譜
版)/邱哲豐, 朱怡潔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麥書國際文化, 11003 .-- 3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29-2-6 (精
裝)
Hobe arts: the anthropomorphism records
of Tamsui heritage= 滬尾畫帖: 淡水古
蹟擬人誌/蚩尤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蓋亞文化, 11003 .-- 9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9-551-1 ( 平 裝 )
NT$350
IBM 首席顧問最受歡迎的圖表簡報
術: 掌握視覺溝通的 7 大原理 X69 招
技巧,做出一看就懂、一次過關的圖
表簡報/清水久三子著; 黃友玫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42-1 (EPUB)
*Independent opinion on the third
national report on the ICCPR and
ICESCR/edited by National Human
Rights Commission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監察院, 11003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4-00-4 (平裝)
IPad 電繪插畫入門課: 從可愛 Q 版到
寫實,跟著練習人物插圖無痛學會!/
張元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
集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4-58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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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535-7 (EPUB)

Letters from heavenly father/by Hanna
Sara .-- 1st ed. .-- 彰化縣 : Hanna Sara,
11004 .-- 11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82-6 (平裝)
Lico Dino(student book)/by Corrinne
Tzeng(曾麗風) .-- 第六版 .-- 高雄市 :
麗格, 11003 .-- 7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020-3-1 (第 1 冊:平裝)
Lico Dino(student book)/by Corrinne
Tzeng(曾麗風) .-- 第五版 .-- 高雄市 :
麗格, 11003 .-- 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020-4-8 (第 2 冊:平裝)
Little red riding hood= 小 紅 帽
/originally by Grimm Brothers; retold by
Angela Chao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3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06-1 (平裝附光碟片)
Lovehand: primal body magic/written by
Gyan Amin .-- 新北市 : Gyan Amin,
11003 .-- 2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23-6 (平裝)
Mastercam®進階多軸銑削加工應用
及實例/吳世雄, 陳威志, 鄧博仁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61-2 (PDF)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/Mensa 門薩
學會, 羅伯特.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;
汪若蕙, 屠建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329051-3 (全套:平裝) NT$1960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: 挑戰你的
大腦. 入門篇第一級/Mensa 門薩學會
著; 汪若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040-7 (PDF)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: 挑戰你的
大腦. 入門篇第二級/Mensa 門薩學會
著; 汪若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041-4 (PDF)
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: 挑戰你的
大腦. 入門篇第三級/Mensa 門薩學會
著; 汪若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042-1 (PDF)
NPHRST 國內大專教師與研究人員
職務內容與時間分配調查報告. 2020
年/鄭淑美, 劉乙萱, 徐一萍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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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19-301-9 (PDF)
Ready for reading success. 1: develop
y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(寂天
雲 隨 身 聽 APP 版 )/Owain Mckimm,
Zachary Fillingham, Laura Phelps, Rob
Webb, Richard Luhrs 著 .-- 初版二刷 .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3 .-- 128 面;
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18-995-4
(16K 平裝)
Say no to depression/by Ted Sun .-- 1st
ed. .-- 臺北市 : 天圓文化, 11003 .-- 14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12-70 (平裝)
Target reading. 1: 60 selected
readings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版
)/Michelle
Witte,
Richard
Luhrs ,Zachary Fillingham 著 .-- 三版二
刷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4 .-- 15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049 (16K 平裝)
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
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Ergonomics in
Asia 2021 Proceedings/editors in chiefs
Yu-Cheng Lin, Cheng-Li Liu .-- 臺中市 :
情境智能學會, 11003 .-- 32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5282-2-1 (平裝)
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
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
Technology-ICPMMT. 2021/editor-inchief Gow-Yi Tzou .-- 屏東縣 : 臺灣扣
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, 11005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41-1-6 (平
裝)
The reading lab: Humphrey and the
humans/by Andre Louw .-- 臺北市 : 敦
煌, 11003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06-924-6 (平裝)
The reading lab: splash/by John D.
Smith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03 .-- 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22-2 (平
裝)
The secret to blessing/by Ted Sun .-- 1st
ed. .-- 臺北市 : 天圓文化, 11003 .-- 64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12-94 (平裝)
Three little pigs= 三隻小豬/originally
by Joseph Jacobs; 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3 .-- 32 面; 21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0-05-4 (平裝附光碟片)

Treasure the memory or not/Duga 陳致
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陳致瑋,
11003 .-- 128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95-6 (平裝) NT$560

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/西蒙.德.波娃
(Simone de Beauvoir)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37-4 (EPUB)

人生的四大祕密(暢銷改版)/亞當.傑
克遜(Adam J. Jackson)作; 周思芸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97-8 (EPUB)

TRIZ 理論與實務: 讓你成為發明達
人/林永禎, 謝爾蓋.伊克萬科(Sergei
Ikovenko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70-1 (PDF)

一鍋到底瘋野炊: 預前調理 X 簡化烹
調 X 延伸吃法,登山露營也能 Chill 吃
美食!Outdoor 主廚的野外食驗/楊盛
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0-485-4 (EPUB)

人生的四大祕密= The ten secrets of
abundant
living:
love/happiness/health/wealth/亞當.傑克
遜(Adam J. Jackson)著; 周思芸譯 .-二版 3 刷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93-0 (平裝) NT$320

Two folk songs from <songs from the
golden ages> for soprano and
orchestra/Mei-chun Chen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斐亞文化藝術, 11003 .-- 6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33-52 (平裝) NT$300
UNITY 程式設計敎戰手冊/盛介中,
邱筱雅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582-7 (PDF)
「1」的力量: 走出離婚低谷,30 個過
來人經驗,陪伴你自信重生/劉威麟
(Mr. 6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6-230-0 (EPUB)
一本你想要的人生字典(彩色版)/張
鐵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培育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22-7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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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8-786-6 (EPUB)
一個人的小鍋料理(暢銷紀念版): 快
煮 10 分鐘,自然無添加的平價食材,
讓外宿學生、忙碌上班族、獨居者、
銀髮族都能輕鬆享受營養美味的 50
道暖心小鍋食譜/小田真規子著; 林
美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78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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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39-3 (EPUB)
一起到綠色餐廳吃頓飯!: 在地友善
食材×溫暖節令料理 跟著番紅花走
訪全台 22 家風土餐廳/番紅花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33-1 (EPUB)

一點茶識/鄭春英主編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30-4 (EPUB)
一翻就懂,99%的人都能使用的英文
自學寶典/蔡馨慧(Nicole)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82-6 (EPUB)
一翻就懂,99%的人都能使用的英文
自學寶典/Nicole 蔡馨慧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03-8 (PDF)
二二八與校園: 事件中的建國中學=
二.二八事件と学校: 事件における
建国中学関係者たち= Schools and
the February 28 Incident: the
involvement of Chien Kuo High School/
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
作 .-- 臺北市 : 二二八基金會, 11003 .- 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633-6-0 (平裝)
人力資源管理者都在修的七堂工作
素養/王遐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837-3 (EPUB)
人力資源管理者都在修的七堂工作
素養/王遐昌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838-0 (PDF)

人生的風情畫: 春日和風旅途中/翁
資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663-4 (EPUB)
人生就是賽局: 透視人性、預測行為
的科學/費雪 (Len Fisher)著; 林俊宏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07-9 (PDF)
人生就是賽局: 透視人性、預測行為
的科學/費雪(Len Fisher)著; 林俊宏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13-0 (EPUB)
人生賽道,勇敢試也要勇敢放棄/劉宥
彤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流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37-7 (EPUB)
人的條件/漢娜.鄂蘭(Hannah Arendt)
著; 林宏濤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87-9 (EPUB)
人脈有用,都沒有你的能力好用/涵寶
寶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圓 神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64-7 (EPUB)

十力語要/熊十力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65-7 (PDF)

人間失格/太宰治著; 吳季倫譯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02-7
(EPUB)

十力語要初續/熊十力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68-8 (PDF)

人間失格/太宰治著; 吳季倫譯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03-4 (PDF)

八王之亂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75-9 (EPUB)

七等生藝術集: 天與地的現象= Chi
Ten-Shung: the phenomenon of heaven
and earth/七等生作 .-- 臺北市 : 邑聚
藝術顧問, 11004 .-- 144 面; 2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6541-1-1 (平裝)

人本主義與人文學科/洪鎌德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59-6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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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資人員常用法典/李聰成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90-2 (EPUB)
人 類 圖 財賦 密 碼 / 林福益(Alex Lin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01-63-4 (EPUB)
人體速寫與藝用解剖學: 畫技與人體
知 識 合 而 為 一 = Figure drawing and
human anatomy/簡志嘉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簡志嘉, 11005 .-- 61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31-1 (平裝)
NT$380
女子: 從天上被踹下來的女子。/黃
路子安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很小工
作室, 11003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34-0-5 (平裝)
三小時讀懂現代中國/李伐贊, 吳京
鈴著; 游芯歆, 陳聖薇, 張琪惠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45-2
(EPUB)
三小時讀懂現代中國/李伐贊, 吳京
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
刊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46-9 (PDF)
三六六.日日賞讀之二: 古典詩詞美
麗世界(唐至清代)/夏玉露編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朵雲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09-1-6 (PDF)
小丑之花/太宰治著; 劉子倩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75-3 (EPUB)
小丑之花/太宰治著; 劉子倩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76-0 (PDF)
小毛病/吳妮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有鹿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75-3-6 (EPUB)
大分裂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74-2 (EPUB)
大光/余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
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24-67-8 (全套:平裝) NT$1800
大光. 上, 清教秩序五百年/余杰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68-5
(EPUB)

大光. 上, 清教秩序五百年/余杰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71-5
(PDF)
大光. 下, 華夏的轉型/余杰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70-8
(EPUB)
大光. 下, 華夏的轉型/余杰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73-9 (PDF)

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107-4 (EPUB)
上海最後的金融大帝: 令中共忌憚,
支配近代中國經濟 200 年的猶太勢
力(沙遜&嘉道理金融王朝)/喬納森.
考夫曼著; 王聖棻, 魏婉琪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496-9
(EPUB)

大光. 中, 歐洲的歧路/余杰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69-2
(EPUB)

上海最後的金融大帝: 令中共忌憚,
支配近代中國經濟 200 年的猶太勢
力(沙遜&嘉道理金融王朝)/喬納森.
考夫曼著; 王聖棻, 魏婉琪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497-6 (PDF)

大光. 中, 歐洲的歧路/余杰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72-2 (PDF)

三國鼎立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34-6 (EPUB)

大光: 宗教改革、觀念對決與國族興
衰/余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
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2481-4 (全套:平裝) NT$1800

川普和川普主義: 分裂的美國/關中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69-4 (PDF)

*小份尾在地故事集: 盜林.樹薯.憶當
年/蘇福男, 許清山, 陳舉琇, 黃哲郎,
賴春義, 賴俊祥, 吳河洋, 曾昱勳, 林
鈺曄文字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新和社
區發展協會, 11003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33-0-6 (平裝)

川普和川普主義: 分裂的美國/關中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71-7 (EPUB)

三步決斷聖經/史蒂芬.強森著; 黃庭
敏 譯 .-- 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大 牌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1-82-1 (EPUB)
三步決斷聖經/史蒂芬.強森著; 黃庭
敏 譯 .-- 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大 牌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1-84-5 (PDF)
小雨麻的副食品全紀錄/小雨麻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88-2
(PDF)
小故事大道理. 價值篇(彩色版)/戴韋
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培育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22-6-2 (PDF)
山珍海味文學宴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幼獅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9-227-5 (PDF)
女孩與性: 好想告訴妳,卻不知道怎
麼 開 口 的 事 / 佩 吉 . 奧 倫 斯 坦 (Peggy
Orensteinr)著; 溫壁錞譯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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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蜜蜂: 教學手冊(7-12 個月)/廖婉真
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
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005 .-- 2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03-91 (平裝)
小學生快速提升閱讀能力的 14 堂課
/崔勝弼著; 林侑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62-6 (PDF)
口譯人生: 在跨文化的交界,窺看世
界的精采/長井鞠子著; 詹慕如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16-6-3
(EPUB)
牛: 牛在不同文化中象徵什麼?從 10
個 語 言 看 牛 的 比 喻 /Team Glossika
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萬語研發科
技有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42-0-4 (PDF)
*反転学習研究から得られた実践知:
日本語初級文法授業を対象に/張瑜
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,
11003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0-18-8 (平裝) NT$380

日子如光,愛你如常/旎好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3-3709-6 (PDF)

Should See Visions)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教會公報, 11004 .-- 192 面; 20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71-90-2 (平裝)

天上有顆孤獨星/張曼娟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4-923-2 (EPUB)

日安憂鬱: 法國才女莎岡風靡全球的
傳奇之作/莎岡作; 陳春琴譯; 穆宣名
朗讀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2 .-- 約 218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41-6
(線上有聲書(MP3))

日日朵朵愛之花/朵朵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皇冠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3-3702-7 (PDF)
公司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/翔律
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3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576-0 (平裝) NT$550
日本節日好吃驚/李仁毅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24-3 (PDF)
日本節日好吃驚/李仁毅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27-4 (EPUB)
王可樂日語中高級直達車/王可樂日
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8-40-5 (EPUB)
王可樂日語高級直達車/王可樂日語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8-41-2 (EPUB)
五次元三部曲: 大天使的開悟指南/
黛安娜.庫柏(Diana Cooper), 提姆.威
德(Tim Whild)作; 黃愛淑, 周家麒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生命潛能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291-18 (全套:平裝) NT$1450
中 老 年 人 快 樂 學 電 腦 (Windows
10+Office 2019/2016)<<大字大圖好閱
讀,教學影片好上手>>/鄧文淵總監製;
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787-2 (PDF)
不丟東西的整理魔法: 只要挪動空間
就 OK!5 步驟打造一輩子不復亂的新
整理術/古堅純子著; 邱香凝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57-3 (EPUB)
不再是夢想!搞定論文題目、研究架
構與寫作技巧/胡子陵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01-5 (PDF)
*少年新眼光讀經: 勇敢等候,重新得
力 / 少 年 新 眼 光 推 動 小 組 (Youth

不回頭的勇氣: 從小學老師到創辦學
校,不怕走彎路的教育人生/楊傳蓮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65-7
(EPUB)
內在獲勝/皮帕.葛蘭琪(Pippa Grange)
著; 郭騰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潮
浪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88-4-5 (EPUB)
不快樂的藝術/迪克.德.瓦赫特(Dirk
De Wachter)著; 杜子倩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2-46-6 (EPUB)
天空总会有云,但你才是天空/刘轩
著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 11004 .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01993-0 (平裝)
*元始天尊說功德法食往生經元始天
尊說甘露昇天神咒妙經合輯/林東瑨
編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 : 逸群圖書,
11003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580-32-9 (平裝) NT$300
天使的歌聲/戴鴻名著 .-- 初版 .-- 新
竹市 : 戴鴻名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00-7 (PDF)
五花馬非馬: 中文不古板,經典舊案
翻一翻/曾孟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38-2 (EPUB)
五胡亂華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73-5 (EPUB)
不耍廢!開外掛的自我提升手冊/呂齊
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拓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11-139-8 (PDF)
不哭不哭笑一個: 教學手冊(19-24 個
月)/廖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,
11005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47-1-6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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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退休其實更好: 一位高年級實習生
的真實分享/謝冠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書泉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1-222-5 (PDF)
太宰治請留步/黃文鉅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15-1 (EPUB)
太宰治請留步/黃文鉅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46-5 (PDF)
文茜說世紀典範人物: 不帶虛名的外
衣走天涯: 邱吉爾、戴高樂、羅斯福
/陳文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77-3 (EPUB)
中 國 人 權 觀 察 報 告 . 2020= China
human rights report 2020/ .-- 臺北市 :
臺灣民主基金會, 11005 .-- 26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341-9-8 (平裝)
中 國文 化大學 資訊 傳播學系 學報 .
2021/109 學年度畢業班全體同學[製
作] .-- 臺北市 :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,
11004 .-- 17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96-383-5 (平裝)
中國甲冑史圖鑑/周渝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7-6-0 (PDF)
中國近代史綱/黃大受著 .-- 第二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12-1 (PDF)
心理師,救救我的色鬼老爸!/呂嘉惠
作; 曾婷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
11005 .-- 約 4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7-60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
中國愛情詩詞名句析賞(彩色插圖)/
呂自揚編著 .-- 高雄市 : 河畔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266-61-1
(PDF)
中華台北動力氣功養健身理觀念/張
寶印作 .-- 新北市 : 張寶印, 11004 .-14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74-8 (平裝)
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特刊. 第 25
屆/張雪琴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歷屆十
大傑出女青年協會, 11004 .-- 27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6622-9-2 (平裝)
中華民族宗法/陳世賢著 .-- 初版 .-新竹縣 : 方集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71-300-4 (PDF)

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年刊. 2021= The
Chinese Society for Photographic
Educations 2021 yearsbook/孫銘德, 陳
安儀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攝
影學會, 11004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4670-5-6 (平裝)
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/路德維希.馮.
米塞斯(Ludwig von Mises)著; 謝宗林
譯 .-- 第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50-3 (PDF)
日語 50 音完全自學手冊/王心怡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82-38-8
(EPUB)
什麼荒謬年代/凱俐.瑞德(Kiley Reid)
著; 葉佳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
寞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244-3-6 (EPUB)
今塵集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文
化流播/邢義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085760-3 (全套:精裝)
什麼樣的大人: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
達設計系 110 級畢業展專刊= What
kind of adult?: Shu-Te University
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
Design 2021 Graduation Design
Exhibition/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樹德科
大視傳系, 11004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630-2-2 (平裝)
毛髮趣史: 簡單的毛髮 不簡單的故
事/曾海帆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8-28-4 (PDF)
不懂帶人 ABC,就不要當主管 2 分鐘
的行為科學管理課/石田淳著作; 楊
毓瑩譯 .-- 一刷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48-4 (EPUB)
公職考試 20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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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)(104-109 年 試
題)(申論題型)/姜伯等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87-9 (PDF)
心靈測謊: 你的心事,一分鐘也瞞不
住!/劉惠丞, 田由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15-1 (EPUB)

令人瞠目結舌的 Minecraft 不可思議
900+α 究極玩法/野上輝之作; 盧品
霖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83-0 (PDF)
令人瞠目結舌的 Minecraft 不可思議
900+α 究極玩法 epub/野上輝之作;
盧品霖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490-8
(EPUB)
立下界限: 卸除生命中不必要的內疚
感,找回平靜,做一個溫柔且堅定的你
/蘇絢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
誌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667-6 (PDF)
失去心跳的勇氣/黃健予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83-3 (EPUB)
失去心跳的勇氣/黃健予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00-7 (PDF)
古代妙新聞/古人很潮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52-3 (EPUB)
用生命築長城: F-104 星式戰鬥機臺
海捍衛史/唐飛, 王長河, 葛惠敏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56-6
(EPUB)
代妙新聞/古人很潮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34-51-6 (PDF)
古希臘/劉增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35-0 (PDF)
生命不可過濾: 葡萄酒的返本之路/
林裕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83-8 (EPUB)
司法科學與警政科技之理論與實務/
李承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華, 11003 .-- 2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2-55-1 (平裝) NT$550
石虎肆暴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76-6 (EPUB)
世界下酒菜圖鑑: 從文化、趣味、專
業角度,讓飲酒吃食更盡興/My Nabi
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5-59-1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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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史是打出來的[暢銷新版]: 看懂
世界衝突的第一本書,從 20 組敵對國
關係,了解全球區域紛爭,掌握國際脈
動對我們的影響/關真興著; 李建銓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65-9 (EPUB)
他很幸福,你卻只會羨慕: 哲學家用
十二堂課,告訴你原來幸福是可以練
習的/章含, 羅芬芬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16-8 (EPUB)
世界很亂,但至少我們還有愛/蔡意欽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596-0
(EPUB)
世界第一簡單!3 分鐘懶人 BOX 麵包
/齋藤由郁里著; 連雪雅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皇冠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3-3711-9 (PDF)
四個神聖的秘密: 關於愛與富足/普
瑞 塔 吉 (Preethaji), 克 里 希 納 吉
(Krishnaji)著; 陳思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059-9 (EPUB)
司馬奪權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38-4 (EPUB)
主婦的斜槓人生: 律師娘教你重新定
位自己,創造額外收入,打破人生天花
板/林靜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48-965-9 (EPUB)
主婦的斜槓人生: 律師娘教你重新定
位自己,創造額外收入,打破人生天花
板/林靜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48-968-0 (PDF)
打造創業型政府/瑪里亞娜.馬祖卡托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767-3 (EPUB)
犯罪手法系列. 5, 認識司法精神醫學
/薇薇安.雀恩.許奈德曼(Vivian Chern
Shnaidman)著; 李淑伸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4-938-6 (EPUB)
永遠的第 1 名: WBL1 寫真書/結果娛
樂作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58-3 (EPUB)

永遠的第 1 名: WBL1 寫真書/結果娛
樂著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0-9959-0 (PDF)
生醫產業園區發展之探討分析/洪長
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
政策中心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19-303-3 (PDF)
白 鯨 記/ 赫曼. 梅爾維 爾著 ; 馬永波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784-0 (EPUB)
白 鯨 記/ 赫曼. 梅爾維 爾著 ; 馬永波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02-1 (PDF)
台灣 漢語俳句短歌. 第四集/吳昭新
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吳 昭 新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16-8 (PDF)
台灣公宅 100 年: 最完整圖說,從日治、
美援至今的公共住宅演化史/沈孟穎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4-57-8 (EPUB)
台灣百神巡禮/許汝絃編; 沈冠宇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談文化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6-0-1
(EPUB)
台灣老農: 林老得先生一生奮鬥故事
繪本/林全興(光繪)圖文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林全興, 11003 .-- 78 面; 20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667-3 (平裝)
台灣的肩膀/戴鴻名著 .-- 二版 .-- 新
竹市 : 戴鴻名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699-4 (PDF)
台灣創投攻略/方頌仁, 林桂光, 陳泰
谷, 吳光俊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
人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493-8 (PDF)
台灣創投攻略/方頌仁, 林桂光, 陳泰
谷, 吳光俊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
人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500-3 (EPUB)
台灣傢飾類文創品牌之設計意象/王
麗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4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78-2 (精裝)
台灣電子設備產業白皮書. 2021/台灣
電子設備協會白皮書專家委員會編
輯委員 .-- 臺北市 : 台灣電子設備協

會, 11003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289-1-1 (平裝)
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38-0
(EPUB)

台灣蝴蝶圖鑑: 全台首度收錄 3 種新
發現種,與全部 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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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465-4 (PDF)

好主管一定要學會責罵的技術: 主管
這樣罵人,部屬感激你一輩子/嶋田有
孝著, 張婷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358-9 (EPUB)

老人與海/海明威作; 楊照譯.朗讀 .-臺北市 : 麥田, 11006 .-- 約 18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43-0

好主管一定要學會責罵的技術: 主管
這樣罵人,部屬感激你一輩子/嶋田有
孝著; 張婷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359-6 (PDF)

死亡之後: 一個長達五十年的瀕死經
驗科學臨床研究/布魯斯.葛瑞森
(Bruce Greyson)著; 蔡宗翰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8567-95-5
(EPUB)
光天化日搶錢大作戰: 稅賦如何形塑
過去與改變未來?/多米尼克.弗斯比
(Dominic Frisby)著; 王曉伯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25-0 (PDF)
光天化日搶錢大作戰: 稅賦如何形塑
過去與改變未來?/多米尼克.弗斯比
(Dominic Frisby)著; 王曉伯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26-7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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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13-0 (PDF)
好文案,都有強烈的畫面感: 9 大爆款
文案創作技巧,重塑你的寫作思維/蘇
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60-4 (PDF)

地平線上的朗朗晴天: 倪朝龍油畫版
畫個展/倪朝龍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中友百貨時尚藝廊, 11005 .-- 2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04-6-1 (平裝)
成吉思汗傳/扎奇斯欽著 .-- 再版 .-高雄市 : 學海, 11003 .-- 21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14-354-0 (平裝)
NT$400
成全訓練/李常受原著; 財團法人臺
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166-641-9 (上冊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166-642-6 ( 下 冊 : 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166-643-3 (全套:
平裝)
在別人的地圖上,找不到自己的路:
不要花時間處理生命的浪,卻不知道
風從哪裡來/澈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沐光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425-1-5 (EPUB)
有佛法,就有辦法: 靈修、開悟、打
造來世金湯匙的大智慧/章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75-6 (EPUB)

羊之歌: 加藤周一自傳/加藤周一著;
翁家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36-2 (EPUB)

如果一年後,我已不在世上/清水研著;
林于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6-07-1 (PDF)

在乎別人,是對自己的情緒暴力:
「自我中心」心理學,教你不再因迎
合而痛苦、孤獨/石原加受子著; 駱
香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06-6 (EPUB)

如果上帝有玩 Tinder/王天寬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93-2 (PDF)

成功啦!哪次不成功: 完美套用的成
功學心法/王郁陽, 金躍軍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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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上帝有玩 Tinder/王天寬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41-0
(EPUB)
先知的繼承者: 伊斯蘭最高領袖哈里
發統治的國度/休.甘迺迪著; 黃煜文
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貓 頭 鷹 ,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62-467-8 (EPUB)
老玩童遊柬埔寨: 吳哥的破曉/鄧予
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10-9 (PDF)
江 明 賢 藝 術 專 輯 = The art of Jiang
Mingxian/李承倫, 伍穗華著 .-- 初版 .- 桃園市 : 侏羅紀, 11003 .-- 40 面;
26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5-01 (精裝) NT$1200
老派少女購物路線/洪愛珠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58-2 (EPUB)
印度特有流浪牛、主婦都有鐵砂掌、
每天都在修行轉日常: 你所不知道的
印度/印度安娜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麥
浩斯, 11005 .-- 約 18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8-671-9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480
字型設計訣竅= Type tricks/蘇菲.貝爾
(Sofie Beier)作; 邱喜麗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龍溪國際圖書, 11003 .-- 207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314-51 (平裝) NT$320
在家也能輕鬆做出丸龜製麵的好味
道/丸龜製麵麵匠監修; 洪伶著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47-4
(EPUB)
好設計,4 個法則就夠了/羅蘋.威廉斯
(Robin Williams)著; 張妤菁, 呂奕欣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34-1
(EPUB)
全部皆可拋/中野善壽著; 黃菁菁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21-2
(EPUB)
全部皆可拋/中野善壽著; 黃菁菁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23-6
(PDF)
丟掉課本之後,學習才真正開始: 啟
動學習的 9 大關鍵字/吳緯中, 馬嶔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42-7 (EPUB)
丟掉課本之後,學習才真正開始: 啟
動學習的 9 大關鍵字/吳緯中, 馬嶔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47-2 (PDF)
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摘
要集. 第十屆/第十屆地球觀測及社
會衝擊國際研討會著作 .-- 初版 .-- 苗
栗縣 : 台灣地球觀測學會, 11006 .-15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396-0-5 (平裝)
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0-493-9 (EPUB)
光影華爾滋: 每部電影,都是一支擁
抱內心的迴旋舞/Kristin 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光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3-20-4 (EPUB)
回憶與誤解/金凱瑞作; 林力敏譯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853-1 (EPUB)

江湖夜雨讀金庸/馬大勇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02-9 (EPUB)

回憶與誤解/金凱瑞作; 林力敏譯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0-9854-8 (PDF)

名畫的動作/宮下規久朗著; 陽明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
播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687-9-9 (EPUB)

好懂秒懂的商業獲利思維課: 30 堂翻
轉財務思考框架,開店、創業、經營、
工作績效有感提升/郝旭烈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37-1 (EPUB)

灰階思考/謝孟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20-8 (EPUB)
灰階思考/謝孟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21-5 (PDF)
曲棍球桿效應: 麥肯錫暢銷官方力作,
企業戰勝困境的高勝算策略/賀睦廷
(Martin Hirt), 斯文.斯密特(Sven Smit),
克里斯.布萊德利(Chris Bradley)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54-88-1 (PDF)
西雅圖酋長宣言/西雅圖酋長(Chief
Seattle)演說; 廖偉棠導讀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果力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590-9-0 (EPUB)
老葉說ㄏㄨㄚ、學/葉綠舒作 .-- 初
版 .-- 花蓮縣 : 慈濟大學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8098-8-7
(EPUB)
企業管理/榮泰生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583-4 (PDF)
百萬點擊的寫作法則: 點閱率破 7 億!
點擊之神教你文案爆紅 10 大公式,從
吸睛標題到不敗主題一次搞定!/慎益
秀著; 陳思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
灣廣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0-488-5 (PDF)
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(2021 年
最新法規增訂版): 圖解個人所得、
房地產、投資理財、遺贈稅/鄭惠方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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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藏菩薩本願經(上中下全卷)/(唐)于
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, 11003 .-- 288
面; 1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94-2098 (經摺裝)
老蘇老師的同理心身教/蘇明進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3-986-8
(EPUB)
行攝. II: 鍾國華攝影精選/鍾國華作 .- 第 一 版 .-- 桃 園 市 : 網 迅 雲 端 ,
11003 .-- 36 面; 30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740-59-6 (精裝) NT$900
快乐地觉悟/格瓦荣布上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488-04-8 (全套:
精裝) NT$420
每一趟旅行都是愛與夢的分享/眭澔
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0-72-5 (EPUB)
男人的菜市場/劉克襄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57-5 (EPUB)
每天只畫一點點: 365 個創意驚喜,成
為你的解壓良方/洛娜.史可碧著; 梁
若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9-638-3 (EPUB)
你不是自找委屈,而是少了心機/劉涵
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04-0-3 (PDF)

似水無形,李小龍的人生哲學/李香凝
(Shannon Lee)著; 廖桓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81-0 (EPUB)
似水無形,李小龍的人生哲學/李香凝
(Shannon Lee)著; 廖桓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82-7 (PDF)
走出生活的陷阱,走入喜悅的生命/廖
步凡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24-6 (PDF)
你可以敏感,但不要被敏感控制: 在
生活中找到駕馭自己,增加能力的高
敏感族練習題/愛曼達.卡熙兒
(Amanda Cassil)著; 梁若瑜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634-5 (EPUB)
走出情緒黑森林: 尋找、養成、療癒，
我也能做到的 30 天陪伴自己小練習
/張凱茵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05 .-- 約 14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670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588
扶 幼 藝 術 . 2021 第 二 屆 = 2021 2nd
Help the Young Art/中華亞太水彩藝
術協會,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會,
新北市現代藝術協會, 中華民國書法
教學研究學會, 曹松清, 吳瓊娟繪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立詰企業, 11003 .-144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1697-6-9 (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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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061-2 (EPUB)
找到人生中最重要的 7 個人/李維文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63-9-1 (EPUB)
我的小確幸,不需要理由: 八年級生
告訴你的八年級故事/李墨乭著; 賴
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74-4-3 (EPUB)
我的小確幸,不需要理由: 八年級生
告訴你的八年級故事/李墨乭著; 賴
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74-5-0 (PDF)
你和我之間: 找到遠不孤單,近不受
傷,剛剛好的距離(有隻兔子封面版)/
金惠男著; 何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大田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79-639-0 (EPUB)
你的身心課題塔羅都知道: 第一本脈
輪塔羅療癒指南,打造自己的終極版
能 量 地 圖 / 萊 札 . 羅 伯 遜 (Leeza
Robertson)著; 梵妮莎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060-5 (EPUB)

你好,我是接體員/全民大劇團股份有
限公司編輯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
全民大劇團, 11004 .-- 86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9881-2-5 ( 平 裝 )
NT$150

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(暢銷數
位版)/馬克.羅倫(Mark Lauren), 約書
亞. 克拉 克(Joshua Clark) 著; 崔宏立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45-9
(EPUB)

我在西伯利亞的監獄/尤安.巴爾貝羅
著; 范兆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043-8 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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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8-23-9 (PDF)

你有多獨立,就有多美好/王珣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094-7
(EPUB)

我的姑姑三毛/陳天慈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90-1 (PDF)

完全壯陽食譜/焦桐作.朗讀 .-- 臺北
市 : 鏡文學, 11004 .-- 約 6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56-9 (線上有
聲書(MP3))

我的姑姑三毛/陳天慈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10-6 (EPUB)
克 拉 拉 與 太 陽 / 石 黑 一 雄 (Kazuo
Ishiguro)著; 林宏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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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49-7 (EPUB)
我的第一本即興課本= My first book
of improvisation/丹尼斯.佘爾門, 朴孫
華作; 李宗霖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樂韻, 11004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986-30-8 (平裝)
李宗瑞反敗為勝/李宗瑞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05-5 (PDF)
良性衝突/黎安.戴維(Liane Davey)著;
林靜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6-08-8 (PDF)
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; 佛說
阿彌陀經(國語注音)/ .-- 四版 .-- 臺中
市 : 瑞成, 11003 .-- 10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785-905-1 ( 經 摺 裝 )
NT$200
我的奮鬥. 1, 父親的葬禮/卡爾.奧韋.
克瑙斯高(Karl Ove Knausgård)著; 林
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896-1 (EPUB)
我的奮鬥. 1, 父親的葬禮/卡爾.奧韋.
克瑙斯高(Karl Ove Knausgård)著; 林
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897-8 (PDF)
我的鑽石人生: 林沖回憶錄/林沖口
述; 吳思薇, 王善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062-9 (EPUB)
我是一個媽媽,我在矽谷靠自學成為
工程師/王文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786-4 (EPUB)
我是一個媽媽,我在矽谷靠自學成為
工程師/王文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796-3 (PDF)
你若不傷,歲月無恙: 一本讓你與自
我 對話的超 強心理能 量手冊 / 李麗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37-3 (EPUB)
我很奇怪但很可愛: 這些動物超有哏,
讓人長知識又笑翻/新夭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55-1 (EPUB)

我香港,我街道. 2, 全球華人作家篇/
香港文學館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9-888-6 (EPUB)
我香港,我街道. 2, 全球華人作家篇/
香港文學館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9-889-3 (PDF)
我要當快樂的媽媽,也想成為有價值
的自己: 讓失去自信與夢想的妳,重
新找回自我肯定感/松村亞里著; 李
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787-1 (EPUB)
我要當快樂的媽媽,也想成為有價值
的自己: 讓失去自信與夢想的妳,重
新找回自我肯定感/松村亞里著; 李
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05-2 (PDF)
我是遺物整理師/金完(김완)著; 馮燕
珠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8-092-1 (PDF)
我是遺物整理師/金完(김완)著; 馮燕
珠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8-093-8 (EPUB)
作家的祕密地圖: 從中土世界,到劫
盜地圖,走訪經典文學中的想像疆土/
休.路易斯.瓊斯著; 清揚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7-3-9 (PDF)
我國海域犯罪與執法防制/伍姿蓉編
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伍 姿 蓉 ,
11003 .-- 1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09-0 (平裝)
我欲創啥物: 石磯仔著疫災/林瑛俐
Bapan Lily 文(台語); 徐尤書 Ada Hsu
圖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徐 尤 書 ,
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660-4 (精裝) NT$3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03-77 (平裝)

市 : 八旗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4-60-9 (EPUB)

究極一人行/劉黎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053-7 (EPUB)

低端中國: 黨、土地、農民工,與中
國 經 濟 轉 型 的 危 機 / 羅 谷 (Dexter
Roberts)著; 廖世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4-61-6 (PDF)

形塑文本= Shaping text/楊.密登朵普
(Jan Middendorp)作; 邱喜麗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龍溪國際圖書, 11003 .- 17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314-3-7 (平裝) NT$480
我想念我自己(經典愛藏版)/莉莎.潔
諾娃著; 穆卓芸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044-5 (EPUB)
別裝得無懈可擊,卻活得軟弱無力/趙
德昊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14-4 (EPUB)
別裝得無懈可擊,卻活得軟弱無力/趙
德昊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18-2 (PDF)
我想過得比去年好一點: 每個月改變
一件小事,讓自己更健康、更快樂的
生 活 提 案 / 珍 妮 佛 . 艾 希 頓 (Jennifer
Ashton)著; 蔡心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100-5 (EPUB)
沙漠一點點: 西安到喀什,4590 公里
的絲路日誌/點點陳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70-5 (EPUB)
李鳳山平甩功: 甩出健康.甩出幸福/
李鳳山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66-4 (EPUB)
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/(元)天
竺俊辯大師唧銘得哩連得囉磨寧及
譯主僧真智等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
化, 11003 .-- 3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181-8-3 (平裝)

形象管理系列: [個人形象管理]打造
專業職場人/陳麗卿編著 .-- 新北市 :
商鼎數位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144-193-1 (全套:平裝)

沙漠之狐隆美爾: 隆美爾戰時文件/B.
H. 李德哈特(Basil Henry Liddell Hart)
編著; 鈕先鍾翻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星光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677-677-9 (全套:平裝)

我喜歡: 教學手冊(0-3 個月)/廖婉真
文; 陳文綺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
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005 .-- 22

低端中國: 黨、土地、農民工,與中
國 經 濟 轉 型 的 危 機 / 羅 谷 (Dexter
Roberts)著; 廖世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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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集(王爾德 160
週 年 紀念 版)/ 奧斯卡. 王爾 德(Oscar
Wilde)作; 林侑青譯; 蕭淳介朗讀 .-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3 .-- 約 126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37-6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
*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集(王爾德 160
週年紀念版)(台語版)/奧斯卡.王爾德
(Oscar Wilde)作; 林侑青譯; 楊恩霖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3 .-約 142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38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80
快樂貓咪飼育指南/安娜琳.布魯
(Anneleen Bru)著; 翁菀妤譯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2-57-9 (EPUB)
何 謂 基 督 教 世 界 觀 ?= What is the
Christian worldview?/ 萊 肯 (Philip
Graham Ryken)著; 郭熙安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改革宗, 11003 .-- 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09-7-6 (平裝)
NT$140
扭轉結果的溝通技巧大百科/戶田久
實著; 劉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278-8 (PDF)
扭轉結果的溝通技巧大百科/戶田久
實著; 劉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283-2 (EPUB)
改變/戴鴻名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戴
鴻名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02-1 (PDF)
改變未來的 100 件事: 2021 年全球百
大 趨 勢 =The future 100/Wunderman
Thompson Intelligence 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偉門智威, 11004 .-- 45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92-1-5 (平裝)
NT$500
改變情緒,就能改變自己/千江月著 .-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004 .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768-2 (平裝) NT$380

別讓我走/石黑一雄(Kazuo Ishiguro)
著; 張淑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48-0 (EPUB)
別讓現在的你,對不起將來的自己/文
蔚然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版, 11004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767-5 (平裝) NT$380
別 讓壞心情 搞砸你的 人生 / 黎亦薰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772-9 (平裝) NT$380
門/夏目漱石著; 劉子倩譯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大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1-85-2 (PDF)
門/夏目漱石著; 劉子倩譯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大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1-86-9 (EPUB)
明公啟示錄: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.二 :
無縫陪伴及孩童從零-七歲的身心發
展與教育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50-4 (EPUB)
近代史學與史學方法/麥勁生著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13-8 (PDF)
明有四百個朋友,卻不知道要打電話
給誰/芙爾.沃克(Val Walker)著; 嚴麗
娟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商 周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79-4 (EPUB)
到老師府辦桌: 台北老家族的陳家菜
/陳玠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781-9 (EPUB)
到老師府辦桌: 台北老家族的陳家菜
/陳玠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791-8 (PDF)
垃圾天使: 人類學家化身清潔隊員的
臥底實察/羅蘋.奈格爾(Robin Nagle)
著; 高紫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左
岸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16-2-6 (PDF)
垃圾天使: 人類學家化身清潔隊員的
臥底實察/羅蘋.奈格爾(Robin Nagle)
著; 高紫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左
岸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16-3-3 (PDF)

妳沉迷的不是他,而是拼盡全力去愛
的自己: 一週撕心裂肺五天的愛情,
一點都不浪漫/羅伊說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66-4 (EPUB)

以,一次學會新手也不失敗的關鍵小
細節!(暢銷典藏版)/宇佐美桂子, 高
根幸子著; 劉芳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蘋果屋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95-2-2 (PDF)

和服: 木綿、絲綢、小紋,森田元子
的優雅穿搭提案/森田元子著; 謝晴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61-8 (EPUB)

直笛大師中音笛. 技巧篇(高級班)=
The master of recorder(alto) advanced/陳
孟亨編著; 趙偉竣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
北市 : JC 趙偉竣音樂工作室, 11003 .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22-0-0 (平裝) NT$200

和服: 木綿、絲綢、小紋,森田元子
的優雅穿搭提案/森田元子著; 謝晴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65-6 (PDF)
狗的經穴按摩/石野孝, 相澤瑪娜著;
蔡昌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2-56-2 (EPUB)
玩美台灣土雞料理/李冠嘉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生活美行銷, 11003 .-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6618-8 (平裝)
居室配色指南/凱文.麥克勞斯編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36-6
(EPUB)
治咳寶典: 臨床 38 年名醫: 預防與照
護感冒、流感、黴漿菌感染、新冠
肺炎和各種肺炎必讀/羅仕寬, 羅際
竹著 .-- 初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58-6-0 (PDF)
采真之遊: 羅芳現代水墨作品集/羅
芳作 .-- 新竹市 : 藤造美國際文化,
11003 .-- 71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339-2-5 (精裝) NT$1200
拓荒者 身體的記憶: 陳益村藝術創
作個展/陳益村作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
陳益村, 11006 .-- 134 面; 21X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729-8 ( 平 裝 )
NT$1000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; 藥師瑠璃光如來
本願功德經(國語注音)/ .-- 四版 .-- 臺
中市 : 瑞成, 11003 .-- 216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85-906-8 ( 經 摺 裝 )
NT$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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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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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之美: 費曼與你談物理/費曼
(Richard P. Feynman)著; 陳芊蓉, 吳程
遠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05-5 (EPUB)
物理之美: 費曼與你談物理/費曼
(Richard P. Feynman)著; 陳芊蓉, 吳程
遠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09-3 (PDF)
咖啡烘豆 All in One: 買豆、挑豆、烘
豆、沖泡,創造屬於我的咖啡風味/藍.
布勞特(Len Brault)著; 魏嘉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86-9
(EPUB)
明清國家檔案: 那些影響歷史發展的
重大案件/楊忠著 .-- 臺北市 : 大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20-1-2 (EPUB)
股票買賣初學入門(全彩圖解): 股友
族 MUST BUY 薪水就能致富(暢銷修
訂版)/張真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臺灣廣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0-489-2 (PDF)
放逐與王國/卡繆(Albert Camus); 徐佳
華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商 周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54-1 (EPUB)
物理學的演進/阿爾伯特.愛因斯坦,
利奧波德.英費爾德著; 王文生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60-2 (EPUB)
兒童每日讀經: 信仰初階/陳進隆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民國生
命樹教育協會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331-2-2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20 .-- ISBN 978-986-06331-3-9 (第
2 冊:平裝) NT$120 .-- ISBN 978-98606331-4-6 (第 3 冊:平裝) NT$120

兒童每日讀經: 信徒生活/陳進隆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民國生
命樹教育協會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9066-8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20 .-- ISBN 978-986-06323-8-5 (第
2 冊:平裝) NT$120
兒童每日讀經: 聖經中的傑出人物/
陳進隆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
華 民 國 生 命 樹 教 育 協 會 , 11003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331-5-3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20 .-- ISBN 978-986-063316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120 .-- ISBN
978-986-06331-7-7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120 .-- ISBN 978-986-06331-8-4 (第
4 冊:平裝) NT$120 .-- ISBN 978-98606331-9-1 (第 5 冊:平裝) NT$120
兒童每日讀經: 認識神/陳進隆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民國生命
樹教育協會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99066-9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20 .- ISBN 978-986-06323-0-9 (第 2 冊:平
裝) NT$120
兒童每日讀經: 認識聖經/陳進隆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民國生
命樹教育協會, 11003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323-1-6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20 .-- ISBN 978-986-06323-2-3 (第
2 冊:平裝) NT$120 .-- ISBN 978-98606323-3-0 (第 3 冊:平裝) NT$120 .-ISBN 978-986-06323-4-7 (第 4 冊:平裝)
NT$120 .-- ISBN 978-986-06323-5-4 (第
5 冊:平裝) NT$120
兒童每日讀經: 親近神/陳進隆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民國生命
樹教育協會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323-6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20 .- ISBN 978-986-06323-7-8 (第 2 冊:平
裝) NT$120
兒童每日讀經: 屬靈紀律與品格/陳
進隆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
民國生命樹教育協會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323-9-2 (第 1 冊:平裝)
NT$120 .-- ISBN 978-986-06331-0-8 (第
2 冊:平裝) NT$120 .-- ISBN 978-98606331-1-5 (第 3 冊:平裝) NT$120
兒童哲學工作坊: 35 堂給孩子們的哲
學 課 / 夏 拉 . 帕 斯 托 里 尼 (Chiara
Pastorini)著; 博佳佳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68-9 (EPUB)

兒童哲學工作坊: 35 堂給孩子們的哲
學 課 / 夏 拉 . 帕 斯 托 里 尼 (Chiara
Pastorini)著; 博佳佳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79-5 (PDF)
空間設計學術論文及設計作品發表
研討會. 第十七屆: <後疫時期>健康
福祉生活創新空間設計與實務論文
摘要手冊/陳若華主任編輯 .-- 初版 .- 彰化縣 : 空間設計學會, 11003 .-111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6097-2-2 (平裝) NT$350
兒童教理創意教學指南/吉安娜.高比
(Gianna Gobbi)著; 李純娟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啟示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286-9-4 (EPUB)
放過自己,正能量就來了: 情緒、失
衡,與身心症的療癒智慧/章成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77-0 (EPUB)
金閣寺/三島由紀夫著; 劉子倩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80-7 (EPUB)
其實你很好/考拉小巫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3-5-3 (EPUB)
其實你很好/考拉小巫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3-6-0 (PDF)
具說服力的配色 Layout: 完美的呈現
版面色彩配置/南雲治嘉作; 張英裕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溪國際圖書,
110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314-4-4 (平裝) NT$400
幸福的味道/張裴倢作 .-- 高雄市 : 中
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7-0-6
(EPUB)
侏儒的話/芥川龍之介著; 銀色快手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87-6
(PDF)
侏儒的話/芥川龍之介著; 銀色快手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88-3
(EPUB)
金融科技/陳若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24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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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藏裸體姿勢集: 伊藤舞雪/田村浩
章作; 基基安娜譯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1-663-7 (EPUB)
直覺行銷: 善用 11 種人類直覺,讓人
不用多想就掏錢的商業巧思/馬修.威
爾克斯(Matthew Willcox)著; 林怡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99-2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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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01-0-7 (PDF)
孩子,我只是還沒準備好愛你: 一個
母親最希望被聽見的心聲,一段從產
後憂鬱復原的旅程/蘿拉.杜奎爾
(Laura Dockrill) 著 ; 簡 萱 靚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58-9 (EPUB)
香山寶卷/(宋)天竺普明禪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定香精舍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28-6-2
(PDF)
昨日的天空: 從南北月交點洞悉前世,
指引今生方向/史蒂芬.佛瑞斯特
(Steven Forrest)著; 韓沁林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2-89-3 (EPUB)
為什麼我的粉絲專頁贏不了別人?20
個必需弄清楚的社群經營概念/李沛
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穩達達文創
有限公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92-0-9 (EPUB) NT$350
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: 公民教育
的核心,從思辨、論述到說服的藝術/
馬克.湯普森(Mark Thompson)著; 王審
言 譯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臉 譜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22-8 (EPUB)
為什麼我們想愛卻無法好好愛?/吳
姵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37-4 (EPUB)
為什麼我們想愛卻無法好好愛?/吳
姵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45-9 (PDF)

為什麼優秀的人都有科學腦?: 從邏
輯思辨到自我成長,55 種教你突破盲

11003 .-- 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09-6-9 (平裝) NT$140

點的科學基本功/劉廷植(유정식)著;
游芯歆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887-9 (PDF)

科技與惡的距離: AI 性愛伴侶 、人
造肉、人造子宮和自主死亡,它如何
改變人性和道德,影響現在和未來的
我們/珍妮·克里曼(Jenny Kleeman)著;
詹蕎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89-553-5 (PDF)

為什麼優秀的人都有科學腦?: 從邏
輯思辨到自我成長,55 種教你突破盲
點的科學基本功/劉廷植(유정식)著;
游芯歆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890-9 (EPUB)
活出多週期架構之絕對力量: 大趨勢
就要賺大波段/賴宣名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聚財資訊, 11002 .-- 2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00-6-0 (精
裝) NT$5600
背包客/戴鴻名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
戴鴻名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98-7 (PDF)
很正經的心理學史: 放下偽心理學,
拒喝心靈雞湯,無病呻吟怎麼可能比
心理學史八卦精彩!/安曉良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14-3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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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8-963-5 (PDF)
為自己而戰: 預防牙科醫糾,你應該
做對的三件事/鄧政雄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2-51-0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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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蘋果屋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5-3-9 (EPUB)
哈佛教你做出好圖表實作聖經: <<哈
佛商業評論>>首度公開資料視覺化
製作技術,精準掌握 24 圖表模組 X6
關鍵說服力 X3 大優化祕訣/史考特.
貝里納托著; 林麗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536-4 (EPUB)
為 何 需 要 信 條 ?= Why do we have
creeds?/柏克.帕森(Burk Parsons)作; 郭
熙安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改革宗,

看見榮耀: 21 世紀教會藍圖/蕭祥修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太雅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6-410-8
(EPUB)
後來,我喜歡的人都像你/萬詩語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01-2
(PDF)
政府的錢去哪了?寫給投資客的總體
經濟學: 一本書搞懂 CPIx 法定準備
金 x 外匯存底 x 財政赤字 x 通貨膨
脹/喬有乾, 錢富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10-6 (EPUB)
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. 二 0
二一年: 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
素: 綱要附經文及職事信息摘錄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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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86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66-640-2 (平裝)
紅背心的征途: 承擔、視野、勇氣/
張子弘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16-1 (EPUB)
紅背心的征途: 承擔、視野、勇氣/
張子弘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18-5 (PDF)
珍珍教練的 40+50+60+增肌慢老重訓
課/施怡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7-372-5 (EPUB)
珍珍教練的 40+50+60+增肌慢老重訓
課/施怡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7-373-2 (PDF)
勇氣/丹尼斯.雷尼(Dennis Rainey)著;
柯美玲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
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69-5-4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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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氣/丹尼斯.雷尼(Dennis Rainey)著;
柯美玲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
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69-7-8 (PDF)
怒海逆風島嶼行: 台海戰亂世代的故
事/鍾堅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燎原出
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97-0-5 (EPUB)
怒海逆風島嶼行: 台海戰亂世代的故
事/鍾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燎原出
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97-1-2 (PDF)
苗栗新竹絕美私房景點/林拓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遊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356-89-6 (PDF)
客家觀光產業發展分析: 以高屏地區
為例/蔡龍銘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57-2 (PDF)
後現代取向探索繪畫療癒: 沉浸式自
我閱讀/鄭憶如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36-7 (PDF)
美國政府與政治: 立國精神、政府制
度及議題解析/邱師儀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599-5 (PDF)
香港百年: 在人情味消失之前/雪姬
作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54-7
(EPUB)
致富的特權: 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
策付出的代價/陳虹宇, 吳聰敏, 李怡
庭, 陳旭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37-1-9 (EPUB)
致富的特權: 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
策付出的代價/陳虹宇, 吳聰敏, 李怡
庭, 陳旭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37-2-6 (PDF)
食農教育: 我的水稻觀察紀錄/許杰
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洪聖惠,
11003 .-- 2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30-4 (平裝)
秋葉落下之前: 活在燦盛熟齡時/詹
慶齡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63-7-7 (EPUB)

重新愛上另一半: 掌握再婚 10 大關
鍵,有效溝通、修復衝突,讓感情持續
加溫/泰瑞.加斯帕德 (Terry Gaspard)
著; 劉碩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
下生活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01-6-1 (EPUB)
英語 520 有聲英文字典/人類編輯部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3 .-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04-7 (精裝)
洞察鬼滅之刃暗藏的心理現象/林萃
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75-5 (EPUB)
洞察鬼滅之刃暗藏的心理現象/林萃
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76-2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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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朴志英著; 陳品芳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20-5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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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朴志英著; 陳品芳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22-9 (PDF)
是誰偷吃了我的蜂蜜: 教學手冊(1318 個月)/廖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
中心, 11005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47-0-9 (平裝)
促銷管理精論: 行銷關鍵的最後一哩
路/林隆儀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597-1 (PDF)
建築的七盞明燈/約翰.羅斯金(John
Ruskin)著; 谷意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51-0 (PDF)

ISBN 978-986-06350-0-3 ( 平 裝 )
NT$1380
科學與宗教/李雅明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560-5 (PDF)
建築構造與施工: 大家都想知道的
Q&A/ 日 本 建 築 構 造 技 術 者 協 會
(JSCA)編; 石國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浩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664-1 (PDF)
哥,就是個狠角色: 細數戰國風雲人
物,誰能縱橫天下?/金哲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10-1
(EPUB)

真正想說的話,更要好好說/金玧姃著;
黃莞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42-8 (PDF)
時光文件= Timeless/楊忠銘, 馮馨作 .- 臺北市 : 楊忠銘, 11004 .-- 98 面; 34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52-6 (精裝)
逆 向 投 資 策 略 / 大 衛 . 卓 曼 (David
Dreman)著; 陳鴻旻, 柯文敏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69-5 (PDF)
逆 向 投 資 策 略 / 大 衛 . 卓 曼 (David
Dreman)著; 陳鴻旻, 柯文敏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70-1 (EPUB)

破天荒不死鳥: 平價時尚眼鏡
OWNDAYS 永不放棄的再生傳奇/田
中修治著;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851-9 (EPUB)

家有青少年之爸媽的 33 個修練: 你
那愈來愈陌生的孩子,該怎麼溝通?/
彭菊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14-7 (EPUB)

破天荒不死鳥: 平價時尚眼鏡
OWNDAYS 永不放棄的再生傳奇/田
中修治著;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852-6 (PDF)

家有青少年之爸媽的 33 個修練: 你
那愈來愈陌生的孩子,該怎麼溝通?/
彭菊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15-4 (PDF)

馬太福音 1-13 章/曼尼奧.西蒙尼特
(Manlio Simonetti)主編著; 林梓鳳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792-7
(EPUB)

航向阿拉斯/安東尼.聖修伯里著; 林
欣誼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76-6-1 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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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14-9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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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15-6
(PDF)

活學活用孫子兵法/王照著 .-- 第 2
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004 .-- 38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-7705 (平裝) NT$380

真正的印度是什麼樣子?從種姓、修
行到能量,在香料、沾醬和烙餅間解
密印度/印度安娜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
麥浩斯, 11005 .-- 約 262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8-669-6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580

祈錦鈅: 首本個人寫真= Maxine: first
documentary photo album/ 祈 錦 鈅
Maxine Chi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
笙國際, 11004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

真正想說的話,更要好好說/金玧姃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35-0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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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向阿拉斯/安東尼.聖修伯里著; 林
欣誼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76-7-8 (PDF)
站在對方的角度,說話恰到好處/陶然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4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769-9 (平裝) NT$380
起步走笨作文. 進階技巧篇/林明進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10-9 (EPUB)
起步走笨作文. 進階技巧篇/林明進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12-3 (PDF)
起步走笨作文: 基礎訓練篇/林明進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06-2 (EPUB)

起步走笨作文: 基礎訓練篇/林明進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11-6 (PDF)
挺身無畏/提姆.葛利森(Tim Grissom),
約翰.梅傑斯(John Majors)著; 柯美玲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
會出版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60-1-7 (EPUB)
挺身無畏/提姆.葛利森(Tim Grissom),
約翰.梅傑斯(John Majors)著; 柯美玲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
會出版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69-8-5 (PDF)
修身與我,有時還有小牛/梁正群作.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3 .-約 349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59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99
原來 AI 這麼簡單!: 熟練機器學習 5
大步驟,就算不會寫程式,也能成為
AI 高手/AI4Kids, 曾衒銘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2-88-6 (EPUB)
海洋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
暨 論 文 摘 要 集 . 2021= 2021 Marine
Leisure Management Conference/ 國 立
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作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科大休閒系,
11006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01-8-2 (平裝) NT$300
高科技創業與營運/蔡仁松著 .-- 新竹
市 : 蔡仁松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64-2 (PDF)
高科技創業與營運/蔡仁松著 .-- 新竹
市 : 蔡仁松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14-4 (EPUB)
荒涼手記/黃斐柔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49-7 (EPUB)
荒涼手記/黃斐柔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51-0 (PDF)
席捲全球!在家自製美味綠拿鐵: 一
看就懂的 66 道黃金比例配方,提振精
神、養顏瘦身、強身免疫一次到位,
輕鬆喝出健康與美麗/Fern Green 著;
林雅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79-1 (PDF)

追逐怪物的人: 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
的連續殺人案追蹤記/權日勇, 高樹
著; 黃莞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
寶國際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095-4 (EPUB)
高敏感男孩的簡易指南: 如何培養孩
童 長 大 成 人 與 避 免 創 傷 /Betsy de
Thierry 著; 楊雪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書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1-224-9 (PDF)
神童之父提琴教學之根本探索/李奧
帕德.莫札特(Leopold Mozart)著; 葉綠
娜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54-1 (PDF)
高雄市美術協會 50 週年紀念畫冊/盧
冠升, 賴群禾, 潘翠玲, 吳東龍執行編
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市美術協會,
11003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2216-7-3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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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54-4 (EPUB)
骨董<拍賣年鑑>. 2021/骨董<拍賣年
鑑>編輯委員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藝
文化, 11004 .-- 5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08-0-0 (平裝) NT$2000

哲學用語事典/小川仁志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81-8
(EPUB)
哲學用語事典/小川仁志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87-0 (PDF)
逆轉的東亞史. 3, 非中國視角的華北.
晉、燕、齊篇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62-3 (EPUB)
逆轉的東亞史. 3, 非中國視角的華北.
晉、燕、齊篇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63-0 (PDF)
逆轉的東亞史. 4: 非中國視角的上海.
上海自由市篇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76-0 (EPUB)
逆轉的東亞史. 4: 非中國視角的上海.
上海自由市篇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79-1 (PDF)
逆轉的東亞史. 貳, 非中國視角的西
南(巴蜀、滇與夜郎篇)/劉仲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55-5
(EPUB)

鬼滅之刃心理學: 打造強韌內在的 38
個法則/井島由佳著; 林詠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22-5 (EPUB)

逆轉的東亞史. 貳, 非中國視角的西
南(巴蜀、滇與夜郎篇)/劉仲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57-9
(PDF)

迷路的廣告人/日下慶太著; 林書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35-8
(EPUB)

修護之泉,衰弱及退化性關節炎參考
手冊/韓治華(William Han)作 .-- 1 版 .- 新北市 : 韓治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712-0 (PDF)

破解意識程式/韓乃國, 李圓作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中華燃燈印心協會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818-3-8 (PDF)

這一夜,雍正奪嫡(20 周年紀念版)/丁
燕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56-8 (EPUB)

唐鳳的十五個關鍵詞/唐鳳口述; 黃
亞琪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57-2 (EPUB)

做人靠智慧,做是靠謀略. 靈活處世
篇/金澤南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
天出版, 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9-771-2 ( 平 裝 )
NT$380

酒與酒之間的閱讀/泰瑞.泰斯(Terry
Theise)著; 李雅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積木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9-284-5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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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子溫先生家書/張清和作 .-- 初版 .- 桃園市 : 張桓, 11005 .-- 16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64-9 (平裝)
NT$200

國中趣味科學實驗教學/楊明獻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93-3 (PDF)
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,提升你的人文
閱讀素養. 亞洲篇/陳嘉英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52-7 (PDF)
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年報. 109/林冠
吟主編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海生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00-07-7 (PDF)
救生圈: 動畫短片編劇,關鍵 Q&A/魏
嘉宏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魏嘉宏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647-5 (PDF) NT$99
情色美術史: 解讀西洋名畫中的情與
慾/池上英洋著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99-4 (PDF)

遠見天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117-8 (EPUB)

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37-6-4 (EPUB)

從沙龍到聯合國: 創辦人葛望平的綠
色模式/邵冰如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119-2 (PDF)
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三, 女神龍/季季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89-1-2 (PDF)

陪伴寵物走最後一哩路: 末期寵物的
心情安寧照護指南/張婉柔作.朗讀 .-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5 .-- 約 93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73-3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1680
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五, 由島至島/劉宏文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7-8-8
(EPUB)

晝夜 XYZ: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
業系壹壹零級進修部畢業專刊/弘光
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 110 級進
修部全體專題生圖文創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弘光科大文創系, 11004 .-48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499-20-0 (平裝) NT$280
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五, 由島至島/劉宏文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89-3-6 (PDF)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四, 巨靈/蔡德本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37-7-1 (EPUB)

情色美術史: 解讀西洋名畫中的情與
慾/池上英洋著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12-0 (EPUB)
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
/胡淑雯, 童偉格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337-0-2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980

脫衣姿勢集: 純真女孩的甜蜜微性感
寬衣瞬間/青山裕企作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662-0 (EPUB)
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
/胡淑雯, 童偉格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89-4-3 (EPUB)

從易經看老子道德經/劉君祖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49-77-0
(EPUB)

陪你走過一道道傷痕/李春杏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69-5
(EPUB)
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
/胡淑雯, 童偉格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89-5-0 (PDF)

基金管理: 資產管理的人門寶典/林
傑宸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512-8 (PDF)

眼見為憑: 從眼睛到大腦,從感知到
思考,探索「看見」的奧祕/理查.馬
斯蘭(Richard Masland)著; 鄧子衿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70-0
(PDF)
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一, 時代的牢/陳列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7-4-0 (EPUB)

麥肯錫主管意見回饋術: 一流顧問都
在用的精準傳達技巧,避免誤解、幫
助團隊快速調整工作狀態,還能留住
人才!/服部周作著; 李彥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3-5-1
(EPUB)

眼見為憑: 從眼睛到大腦,從感知到
思考,探索「看見」的奧祕/理查.馬
斯蘭(Richard Masland)著; 鄧子衿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72-4
(EPUB)
接住墜落的青少年: 我與那些受傷的
孩子,及他們不安的家庭/蔡宜芳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32-4
(EPUB)
從沙龍到聯合國: 創辦人葛望平的綠
色模式/邵冰如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一, 時代的牢/陳列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7-9-5 (PDF)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二, 地下黨/藍博洲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7-5-7 (EPUB)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二, 地下黨/藍博洲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89-0-5 (PDF)
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三, 女神龍/季季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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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往人間之路: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.
卷四, 巨靈/蔡德本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89-2-9 (PDF)

設計之本: 從概念到產品成形=
Design basics/傑哈德.休弗雷(Gerhard
Heufler), 麥可.蘭茲(Michael Lanz), 馬
丁.普瑞登泰勒(Martin Prettenthaler)作;
邱喜麗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溪國
際圖書, 11004 .-- 24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314-6-8 ( 平 裝 )
NT$480
部首的故事課. 3, 牛犬羊來種田/陳
姞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594-0 (PDF)

婚姻的藝術/FamilyLife®美國家庭生
活事工著; 家庭生活事工譯 .-- 一版 .- 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69-9-2 (PDF)
*郭英雄聊天室: 患者變好友. No.3/郭
英雄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郭英雄,
11003 .-- 71 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672-7 (平裝) NT$600
都是魔鬼在搞鬼: 認識靈界真相並得
勝的秘訣/張輝道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格子外面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851-9-5 (EPUB)
盛夏之死/三島由紀夫著; 劉子倩譯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81-4
(EPUB)
盛夏之死/三島由紀夫著; 劉子倩譯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83-8 (PDF)
這個句子改變我 越早理解越好的人
生名言集/定政敬子作; 胡毓華翻譯 .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楓 葉 社 文 化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282-5 (EPUB)
這個句子改變我 越早理解越好的人
生名言集/定政敬子作; 胡毓華翻譯 .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楓 葉 社 文 化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286-3 (PDF)
被埋葬的記憶/(Kazuo Ishiguro)著; 楊
惠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50-3 (EPUB)
接納與表達 用心理學經營婚姻/余軼
非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13-7 (EPUB)
專案管理領導力: 不需要超強人才、
只要有好團隊,就能打造一流產品/馬
提.凱根(Marty Cagan), 克里斯.瓊斯
(Chris Jones)著; 陳文和譯 .-- 初版 1
刷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43-8
(EPUB)
專案管理領導力: 不需要超強人才、
只要有好團隊,就能打造一流產品/馬
提.凱根(Marty Cagan), 克里斯.瓊斯
(Chris Jones)著; 陳文和譯 .-- 初版 .--

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44-5 (PDF)
啟動自主學習力: 沒有段考、導師和
功課的學校,如何造就未來最需要的
人才/工藤勇一著; 陳嫺若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69-6 (EPUB)
啟動自主學習力: 沒有段考、導師和
功課的學校,如何造就未來最需要的
人才/工藤勇一著; 陳嫺若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76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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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叢非從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5-1-5
(EPUB)
眺望時間的盡頭: 心靈、物質以及在
演變不絕的宇宙中尋找意義/布萊恩.
葛林(Brian Greene)作; 蔡承志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鷹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8-1-1 (EPUB)
眺望時間的盡頭: 心靈、物質以及在
演變不絕的宇宙中尋找意義/布萊恩.
葛林(Brian Greene)著; 蔡承志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鷹出版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8-2-8 (PDF)
剪剪剪什麼呢?: 教學手冊(4-6 個月)/
廖婉真文; 陳文綺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
11005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03-8-4 (平裝)
健康醫學/范保羅, 袁本治著 .-- 2 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579-7 (PDF)
採集人的野帳. 第一集/英張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50-4
(EPUB)
從零開始: 一段從失去中,重新找到
家與愛的旅程/滕碧.洛克著; 江先聲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44-1 (EPUB)
從零開始: 一段從失去中,重新找到
家與愛的旅程/滕碧.洛克著; 江先聲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849-6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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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感學習: 百年來,經典文學如何引
導孩子認識感覺、學習情緒/烏特.佛
瑞維特等著; 黃懷慶譯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62-469-2 (EPUB)
國際金融與匯兌/張錦源, 康蕙芬著 .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95-7 (PDF)
習慣致命: 潛伏在暗處的健康刺客,
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/許承翰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17-5
(EPUB)
斜槓荷包: 薪水別越賺越窮!小資必
備的懶人理財術/喬有乾, 高沛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15-0
(EPUB)
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平本. 民國 111 年
/黃學劼編纂 .-- 桃園市 : 崇福堂曆書
館, 11004 .-- 3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294-5-4 (平裝) NT$480
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. 民國 111 年
/黃學劼編纂 .-- 桃園市 : 崇福堂曆書
館, 11004 .-- 5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294-6-1 (平裝) NT$680
細說景美集應廟. 二, 市定古蹟傳統
建築與工藝/高銘長, 李淑珍, 沈雲玲,
陳英鈴, 陳淑珠, 陳淑英, 黃慧如, 簡
媚媚, 鄧明峰作 .-- 臺北市 : 台北市景
美集應廟, 11004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63-0-7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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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趙玟英作; 馮燕
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4-46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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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(ジェーン.スー)著; 莊雅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8-961-1
(PDF)
淺談投資人關注: ESG 企業永續報告
/王怡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怡星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75-1-0 (PDF)

這樣學超好玩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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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(Chun Yerum)著; 李潔茹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486-1 (EPUB)

勞工法規/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.-3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74-2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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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5-3313-2 (EPUB)

散戶救星存飆股,8 年賺 2 億: 破除散
戶魔咒,靠獲利十倍法,養成投資好習
慣 , 加 速 FIRE/ 送 禮 的 聖 誕 老 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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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5-3316-3 (PDF)
從學校殺手到幕後推手/陳金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13-7
(EPUB)
從學校殺手到幕後推手/陳金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17-5
(PDF)
晨興聖言: 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
因素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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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6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166-645-7 (平裝)
偽賽局: 商戰中的讀心博弈!在敵人
進場之前,你就已經勝券在握/崔英勝,
李高鵬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
華泉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6-13-6 (EPUB)

勞工機靈點,雇主睜大眼!: 搞定勞資
關係的速成心法/程金龍, 蘇鵬翰著 .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55-8 (PDF)

(선물주는산타)著; 林建豪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378-7 (PDF)
散戶救星存飆股,8 年賺 2 億: 破除散
戶魔咒,靠獲利十倍法,養成投資好習
慣 , 加 速 FIRE/ 送 禮 的 聖 誕 老 人
(선물주는산타)著; 林建豪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379-4
(EPUB)
無字食譜: 圖解 100 道簡易又健康的
料理,從開胃菜、主菜到甜點、飲料,
讓你優雅地完成一桌美食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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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5-3319-4 (EPUB)
無字食譜: 圖解 100 道簡易又健康的
料理,從開胃菜、主菜到甜點、飲料,
讓你優雅地完成一桌美食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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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5-3321-7 (PDF)

無形資產: 將人人變成神隊友的團隊
默契科學/瓊.萊恩(Joan Ryan)著; 駱香
潔 譯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行 路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29-2-9 (PDF)
無形資產評價初級能力鑑定寶典/成
昀達, 陳允恭, 趙哲言, 鄧治萍編輯委
員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會計研發基
金會, 11004 .-- 2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213-2-9 (平裝) NT$300
給所有人的社會學史講義/大澤真幸
著; 顏雪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
城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53-5-6 (EPUB)
給所有人的社會學史講義/大澤真幸
著; 顏雪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
城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53-6-3 (PDF)
植物與人類社會/葉綠舒著 .-- 初版 .- 花蓮縣 : 慈濟大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098-9-4 (EPUB)
湯姆歷險記/馬克.吐溫作; 宋瑛堂譯;
連思宇朗讀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5 .- 約 5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28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最後抱他的人/許慧貞作; 黃湘婷朗
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4 .-- 約 31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54-5
(線上有聲書(MP3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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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57-8-4 (PDF)

參禪要旨/虛雲老和尚講述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大乘定香精舍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28-7-9 (PDF)

給你一些不一樣的人生智慧(彩色
版)/肖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拓
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11-137-4 (PDF)

推翻共產黨政府犯法嗎?/謝光宏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25-3
(PDF)

琦君小品/琦君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45-0 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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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57-9-1 (EPUB)

街角的藥妝龍頭: 超級零售勢力屈臣
氏的崛起與挑戰/趙粵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770-2 (EPUB)

換個工作,更好嗎?/鈴木祐著; 謝敏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593-9
(EPUB)

街角的藥妝龍頭: 超級零售勢力屈臣
氏的崛起與挑戰/趙粵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777-1 (PDF)

鈔級文字力/林郁棠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42-9 (EPUB)

野獸的虹膜= The iris of beasts/大未來
林舍畫廊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未來林舍畫廊藝術, 11004 .-- 8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038-3-3 (精裝)
量子天命/李欣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平安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6-06-4 (PDF)

169

發展性社會工作: 與社會創新的對話
/周鎮忠, 楊培珊,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

福利基金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伊甸基金會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819-42-9 (EPUB)
訴訟文書撰寫範例: 刑事編/何志揚,
何孟育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588-9 (PDF)
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/安.凱思
(Anne Case), 安 格 斯 . 迪 頓 (Angus
Deaton)作; 許瑞宋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星出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03-1-4 (EPUB)
費曼的主張/費曼(Richard P. Feynman)
著; 吳程遠等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136-9 (EPUB)
費曼的主張/費曼(Richard P. Feynman)
著; 吳程遠等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137-6 (PDF)
超 統 計 學 / 小 林 克 彥 監 修 ; 智 .Side
Ranch 繪; 方瑜譯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49-7 (EPUB)
最強保險搭配法則: 只要活用「社會
保險及商業保險」,就能花小錢聰明
打造 CP 值最高的超級保單/吳家揚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0-490-8 (PDF)
勞動基準法隨身查/周志盛, 周瑋軒,
周瑋倫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1-221-8 (PDF)
善惡魔法學院. 5, 時間魔晶球/蘇曼.
查 納 尼 (Soman Chainani) 著 ; 蔡 心 語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04-2 (EPUB)
創新小國如何建構基礎研究的良好
環境: 台灣、荷蘭、瑞士的比較與啟
示/李正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
院科技政策中心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619-302-6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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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279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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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284-9 (PDF)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26-8
(PDF)

創新商業模式案例精選: 網路金融、
電子商務、行動支付/胡自立等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資 策 會 產 情 所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81-819-7 (PDF)

凱龍星的療癒力量/麗莎.塔希爾(Lisa
Tahir)著; 王冠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橡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01-60-3 (EPUB)

創新商業模式案例精選: 影音媒體、
學習出版/吳柏羲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資策會產情所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18-0 (PDF)
華頓商學院教你看懂財報,做出正確
決策/理查.蘭柏特(Richard Lambert)著;
吳書榆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
潮社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16-4-9 (EPUB)
創新智能型機器人之應用開發=
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
smart robotic machines/王俊傑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鴻林圖書, 11003 .-- 177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77-33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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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吳國聖, 黃庭碩, 李志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45-4
(EPUB)
*筆馳豪興: 李瑞榮書法展作品集/李
瑞榮作 .-- 高雄市 : 明宗書法藝術館,
11003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884-9-2 (平裝) NT$900
華爾街孤狼巴魯克: 我如何在大空頭
市 場 中 戰 勝 人 性 ?/ 伯 納 德 . 巴 魯 克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74-6
(EPUB)
無價之畫: 巴黎的追光少年. 上/HOM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19-567-2 (EPUB)
智慧的箴言: 箴言. 第 13 集= 지혜의
장언/鄭明析著; 明言翻譯部翻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明人出版, 11004 .-25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957-3-6 (精裝) NT$360
智慧財產權法專論: 營業秘密實務暨
資通安全與著作權法定授權/曾勝珍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170

減糖新生活,讓你抗老抗糖化/簡光廷,
劉蕙毓, 黃詩茜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26-0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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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03-4 (PDF)
當一隻健康的社畜: 遠離辦公室的
「細菌培養皿」,生病了你還怎麼賺
錢!/溫亞凡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618-2 (EPUB)
業力覺醒: 揪出我執和自我中心,擺
脫輪迴束縛的根源/圖丹.卻准
(Thubten Chodron)作; 雷叔雲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64-7-3
(EPUB)
傻子伊凡/列夫.托爾斯泰著; 朱海翔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893-0 (PDF)
傻子伊凡/列夫.托爾斯泰著; 朱海翔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895-4 (EPUB)
想太多是會爆炸的: 臨床心理師帶你
打破過度思考和焦慮的循環/關朵琳.
史密斯(Gwendoline Smith)著; 黃意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34-4-1 (PDF)
傷心欲絕= Wayne's so sad/陳藝堂攝
影; 許正泰文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陳藝堂, 11004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65-6 ( 平 裝 )
NT$1600
*新世代.新需求: 為開展台灣教育新
局獻策/黃昆輝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, 11003 .- 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036-2-2 (平裝) NT$100

塭仔圳秋之寫真: 搶救技藝與記憶/
蒲彥光主編 .-- 新北市 : 明志科大通
識教育中心, 11004 .-- 4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873-33-2 (精裝)
極北直驅/植村直己作; 陳寶蓮譯 .-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馬 可 孛 羅 文 化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9-72-9 (EPUB)
當世界席捲而來: 在自由與民主的困
局中,中國如何想像世界?當代西方
思想編年考/劉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67-2 (EPUB)
當世界席捲而來: 在自由與民主的困
局中,中國如何想像世界?當代西方
思想編年考/劉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78-8 (PDF)
過去與未來之間/漢娜.鄂蘭(Hannah
Arendt)著; 李雨鍾, 李威撰, 黃雯君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83-1
(EPUB)
農民曆(大開本). 110 年/劉銘泓, 黃正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1004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988-1 (平裝)
農民曆(附 134 年萬年曆). 110 年/劉
銘泓, 黃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世一, 11004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987-4 (平裝)
農民曆(附 70 年萬年曆). 110 年/劉銘
泓, 黃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
一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9-986-7 (平裝)
農民曆(實用本). 110 年/劉銘泓, 黃正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1004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985-0 (平裝)
農民曆(精編本). 110 年/劉銘泓, 黃正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1004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9-984-3 (平裝)
想回家的病/何景窗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黑眼睛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359-86-6 (EPUB)
楊宇騰 YU 1st 寫真集: half/楊宇騰 YU,
張淳姿 Kitty Chang 文字; 藍陳福堂
Lanchen 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04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75-0 (平裝)
楊宇騰 YU 1st 寫真集: half/楊宇騰等
文字; 藍陳福堂, Lanchen 攝影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76-7
(EPUB)

暗星薩伐旅/保羅.索魯(Paul Theroux)
著; 麥慧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
可孛羅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9-73-6 (EPUB)
禽畜加工生鮮處理/林亮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58-9 (PDF)

愛你耍脾氣的孩子/羅斯.坎培爾, 羅
布.瑟格斯著; 溫嘉珍譯 .-- 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69-6-1 (EPUB)

當神成為機械人: 希臘神話如何透過
科幻想像,探問人類生命的本質/雅筑
安.梅爾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4-56-2 (EPUB)

愛你耍脾氣的孩子/羅斯.坎培爾, 羅
布.瑟格斯著; 溫嘉珍譯 .-- 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60-0-0 (PDF)

資訊法/楊智傑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14-5 (PDF)

瑜伽與愛的真相: 引領<<博伽梵歌
>>之智融入現代生活/理察.福禮縵
(Richard Freeman), 瑪 麗 . 泰 樂 (Mary
Taylor)作; 湯乃珍, 陳薇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一葦文思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2-3-3
(EPUB)
達明內建視覺協作型機器人入門實
用教學/王進德主編 .-- 臺北市 : 啟芳,
11003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97-2-7 (平裝) NT$250
解放你的領導力: 讓團隊脫胎換骨的
逆勢法則/凱文.克魯斯(Kevin Kruse)
著; 侯嘉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
果出版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67-94-8 (EPUB)
經典炒飯燴飯/本書編寫組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33-5
(EPUB)
微物的總和/伊莉莎白.裘芮-霍爾基
特(Elizabeth Currid-Halkett)著; 吳緯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34-5-8 (EPUB)
當亞斯人來到地球/林仁廷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68-8
(EPUB)
微易經: 從可能性到實現性的過程/
吳進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55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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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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82-1 (EPUB)
資訊易讀檢核手冊: 天天易讀.生活
自如/楊美華, 陳薇薇總編輯 .-- 臺南
市 : 德蘭啟智中心, 11003 .-- 2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24-1-3 (精裝)
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.
第 十 四 屆 = The 14th Information
Education
and
Technological
Applications Conference(IETC 2021)/修
平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等編著 .-- 臺
中市 : 修平科大, 11004 .-- 463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53-2-2 (平裝)
NT$700
經彩/紫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8-06-2 (PDF)
愛得聰明,對我們都好: 家庭、關係,
與處世的智慧/章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74-9 (EPUB)
解密禪宗心法: <<六祖壇經>>般若
品之一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43-6 (EPUB)
解密禪宗心法: <<六祖壇經>>般若
品之二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44-3 (EPUB)
跟凱因斯學價值投資,成為散戶贏家:
世界最偉大經濟學家如何顛覆傳統,

在股票市場贏得財富/賈斯廷.華許
(Justyn Walsh)著; 周沛郁, 陳儀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663-8
(EPUB)
節稅的布局. 2021 年版/胡碩勻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74-1-2 (EPUB)
節稅的布局. 2021 年版/胡碩勻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74-2-9 (PDF)
跟著浮世繪去旅行/浮世繪編輯小組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9-78-7 (EPUB)
跨越傳統工藝: 價值延續與跳台創新
/涂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
大文創系, 11005 .-- 62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57-9499-16-3 ( 平 裝 )
NT$450

聖經經典 500 問: 一套以提問出發的
註釋書/華德.凱瑟(Walter C. Kaiser Jr.),
戴維茲(Peter H. Davids), 布魯斯(F. F.
Bruce), 柏饒齊(Manfred T. Brauch)著;
徐成德, 曾念粵, 蘇心美, 梁潔瓊, 許
言, 董挽華, 施多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校園書房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788-0 (EPUB)
極道療癒師: 你可以不要活成別人的
形狀/宋如珊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
星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2-42-5 (EPUB)
話說英國兩千年/馮堅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34-2
(EPUB)
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: Web:Bit/陳新
豐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596-4 (PDF)

腹黑經商史: 美國大膽 X 猶太心機 X
日本巧取,不懂商人一肚子壞水,下一
秒就被生吞活剝!/崔英勝, 季節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19-9
(EPUB)

極端經濟: 當極端成為常態,反思韌
性、復甦與未來布局/理查.戴維斯
(Richard Davies)著; 林步昇, 洪世民,
劉道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拾青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59-5-9 (EPUB)

經絡養生八段錦.進階/林明道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6-330-6 (EPUB)

極端經濟: 當極端成為常態,反思韌
性、復甦與未來布局/理查.戴維斯
(Richard Davies)著; 林步昇, 洪世民,
劉道捷譯 .-- 出版 .-- 新北市 : 拾青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59-6-6 (PDF)

零意志力也 OK!懶人 PDCA 工作術:
擺脫瞎忙、無紀律、沒毅力,軟爛魯
蛇也能精準實踐的行動心法/北原孝
彥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高寶國際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090-9 (EPUB)
零傷害,中醫治療癌症: 用現代免疫
學解讀中醫治癌的智慧/陳博聖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33-5
(EPUB)
零傷害,中醫治療癌症: 用現代免疫
學解讀中醫治癌的智慧/陳博聖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34-2
(PDF)
農業智庫報導. 2021/洪子淵, 徐郁涵,
吳君孝編輯 .-- 新竹市 : 農業科技研
究院, 11005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21-4-2 (平裝)

詩篇 1-50 篇/克雷格.布萊辛(Craig A.
Blaising), 卡門.哈丁(Carmen S. Hardin)
主編; 李安琴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校園書房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8-791-0 (EPUB)
新編賴和全集/賴和作; 蔡明諺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04 .-- 冊 .- ISBN 978-957-801-938-6 (全套:平裝)
NT$2600
雷諾曼卡占卜聖經/芮娜.喬治(Rana
George)著; 范章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橡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01-64-1 (EPUB)
經濟,不是市場說了算: 邁向幸福經
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/吉勃森.葛
拉罕(J. K. Gibson-Graham), 珍妮.卡麥
隆 (Jenny Cameron), 史 蒂 芬 . 希 利
(Stephen Healy)著; 周睦怡譯 .-- 初版 .172

- 台北市 : 游擊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7-7-0 (EPUB)
慈濟 55 周年四大志業: 慈善/醫療/教
育/人文/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, 佛
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, 慈濟學校財
團法人,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341-29 (全套:精裝) NT$1600
經濟年鑑. 2021/經濟日報編輯中心策
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經濟日報,
11004 .-- 9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56-8-4 (精裝) NT$2000
解鎖尼的冷姿勢/尼胖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圓神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3-765-4 (EPUB)
新舊約聖經故事導覽: 175 個聖經敘
事 的 解 經 與 應 用 / 華 爾 頓 (John
Walton), 金.華爾頓(Kim Walton)著; 施
多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787-3 (EPUB)
*新舊約聖經恢復本, 兩年讀經（含
註解）進度/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
編輯部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*愛麗絲夢遊仙境(150 年傳唱不墜精
裝紀念版)(台語版)/路易斯.卡洛爾
(Lewis Carroll)作; 吳碩禹譯; 郭雅瑂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4 .- 約 229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66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50
圓覺經直解/(明)匡山逸叟憨山釋德
清解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定香精
舍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28-9-3 (PDF)
竭力愛神/蕭祥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太雅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6-411-5 (EPUB)
與山海相遇: 蘭嶼輕旅行(邀請您一
同共享蘭嶼之美)/程遠翔作 .-- 臺北
市 : 程遠翔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60-1 (EPUB)
實中如醫/鄭博軒作 .-- 臺中市 : 中科
實中, 11003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1-24-0 (平裝) NT$500
實用中文寫作學合集/張高評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里仁, 110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97753-5-9 (全套:平裝)
NT$3850

實用型生活應用產品之開發=
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life application
products/王俊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鴻林圖書, 11003 .-- 143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177-4-0 (平裝)
實用船藝與海技英文/方信雄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65-0 (PDF)
與主管相處的必備通靈術: 我在哪?
我是誰?主管講什麼我為什麼都聽不
懂!/俞姿婷, 宋希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12-0 (EPUB)
漫步華爾街: 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投
資策略/墨基爾(Burton G. Malkiel)著;
楊美齡, 林麗冠, 蘇鵬元, 陳儀譯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04-8
(EPUB)
漫步華爾街: 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投
資策略/墨基爾(Burton G. Malkiel)著;
楊美齡, 林麗冠, 蘇鵬元, 陳儀譯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08-6
(PDF)
綻放繽紛粉彩情: 臺灣粉彩協會藝術
交流展作品集/蕭碧霜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臺 灣 粉 彩 畫 協 會 ,
11004 .-- 47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483-4-2 (平裝) NT$300
壽春三叛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29-2 (EPUB)
僑胞服務手冊/童振源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僑委會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09-8 (PDF)
睡眠障礙與老化失智/何豐名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豐群生技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772-3-3 (PDF)
管理與服務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
文集. 2021= Proceedings of the 2021
International
Conference
on
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novation/李
得盛, 蔣欣雅編輯 .-- 新竹縣 : 明新科
大管理學院, 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78-0-9 (平裝附光
碟片)
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論文摘
要 . 2021= The 19th Conference on
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

Technology-PMMT 2021/鄒國益執行
編輯 .-- 屏東縣 :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
發展協會, 11005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741-2-3 (平裝)

圖解實用新產品開發與研發管理/張
哲朗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63-3 (PDF)

遠距教學理論與實務/陳信助, 趙貞
怡, 李佳融, 宗靜萍, 李佳玲, 羅素娟,
柴昌維, 趙貞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564-3 (PDF)

圖解幕末維新(更新版)/外川淳著; 林
農凱譯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
士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0-148-0 (EPUB)

圖解: 最高勝率手機當沖/劉家誠
(Jasper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36-7 (EPUB)
圖解: 最高勝率手機當沖/劉家誠
(Jasper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46-6 (PDF)
圖解五葉松盆栽技法/劉立華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2-58-6 (EPUB)
圖解成本與管理會計/馬嘉應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78-0 (PDF)
圖解刑法/蘇銘翔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589-6 (PDF)
圖解坐骨神經: 腰痛、腿麻、從屁股
痛到腳,免開刀、不吃藥,用簡單體操
最快 3 天,跟疼痛說 Bye!/酒井慎太郎
著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
刻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89-556-6 (PDF)
圖解食品化學/孫藝玫等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60-2 (PDF)
說話致富: 27 個讓金錢與人氣聚集在
身邊,價值一億元的溝通技巧/岡崎勉
明著; 林信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樂金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03-4-4 (PDF)
圖解當代教育社會學/施信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87-2 (PDF)
圖解新課綱課程發展與設計/敬世龍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577-3
(PDF)
圖解經濟學/伍忠賢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25-1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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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諺 55 走跳江湖/周博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45-2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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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67-3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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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69-7 (PDF)
精選家常營養湯/陳志田主編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31-1
(EPUB)
舞蹈審美思考/陳蒨蒨著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46-6 (PDF)
認識世界: 西洋哲學史. 卷一: 從古代
到中世紀/理察.大衛.普列希特
(Richard David Precht)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52-7 (EPUB)
臺 灣 (Formosa) 自 治 政 府 (PAJF) 參 議
院成立大會議程: 米西太日帝臺島參
院三期/曾勁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曾勁元, 11003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38-0 (精裝)
臺灣為何重要?: 汪浩政論集 / 汪浩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4-77-7 (EPUB)
臺灣為何重要?: 汪浩政論集 / 汪浩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4-78-4 (PDF)

養心中醫/楊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境好出版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215-7-0 (全套:平裝)
養成有錢體質: 如何用最快速度存到
100 萬,又不會降低生活品質?日本理
財大師只靠三本存摺,提早財富自由/
橫山光昭著; 方嘉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8-92-6 (EPUB)
養成有錢體質: 如何用最快速度存到
100 萬,又不會降低生活品質?日本理
財大師只靠三本存摺,提早財富自由。
/橫山光昭著; 方嘉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8-93-3 (PDF)
複身犯: 電影設定集/犢影制作電影
有限公司原創製作; 周于殷總編輯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2-480-9 (PDF)
複身犯: 電影設定集/犢影制作電影
有限公司原創製作; 周于殷總編輯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2-489-2 (EPUB)
數位幾何造型風格表現性 =
Expression of digital geometric style/蔡
誠一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蔡誠一,
11005 .-- 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56-4 (平裝) NT$360
靠近我,溫暖你: 心理諮商師孔屏與
青少年的心靈對話/孔屏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11-3
(EPUB)
彈 性 習慣 / 史蒂芬. 蓋斯著; 江威毅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780-2 (EPUB)
彈 性 習慣 / 史蒂芬. 蓋斯著; 江威毅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792-5 (PDF)
瘟疫/卡繆著; 陳素麗譯 .-- 初刷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2-47-3 (EPUB)
樂活行腳去/楊懿萱, 劉習正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3 .-- 1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4-75 (平裝) NT$75
劉炯朗開講/劉炯朗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
978-957-13-8840-3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080
彈音階好簡單/江奕函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樂韻, 11004 .-- 44 面; 21X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986-38-4 (上冊:
平裝)
練習不焦慮: 96 種讓心靈新陳代謝的
好方法(新裝雙色版)/有川真由美著;
張玲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39-1 (EPUB)
誰偷走了農地?: 影響每一個人的台
灣農業與農地公平正義/彭作奎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07-6
(PDF)
誰偷走了農地?: 影響每一個人的台
灣農業與農地公平正義/彭作奎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36-6
(EPUB)
寫給大家的統計學: 秒懂機率與統計,
你也可以是人生勝利組/Will Kurt 著;
王君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783-4 (PDF)
寫給庇里牛斯山的情書: 蠻荒與瑰麗、
澎湃與抒情,一個歷史與想像中的野
蠻邊境/馬修.卡爾(Matthew Carr)著;
林玉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
羅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9-75-0 (EPUB)
論悲劇/泰瑞.伊格頓(Terry Eagleton)
著; 黃煜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98-5 (EPUB)
編輯這一行: 從心法到技法,日本傳
奇編輯片山一行打動人心的編輯學!/
片山一行著; 李漢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臉譜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5-933-4 (EPUB)
閱讀,讓希望綻放: 靜思閱讀書軒足
跡/蔡青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發光
體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55-2-9 (EPUB)
閱讀,讓希望綻放: 靜思閱讀書軒足
跡/蔡青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發光
體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55-3-6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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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董事必備法規手冊. 2021 新版/
駱秉寬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華獨立董
事協會, 11003 .-- 32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067-1-8 (精裝)
澳門老人福利政策/趙任民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09-5
(EPUB)
憲法概要/陳意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69-5 (PDF)
澳洲生活必備法律常識/陳亮廷著 .-臺北市 :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58-0-5 (PDF)
戰略與國際關係: 運籌帷幄之道/翁
明賢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56-5 (PDF)
獨裁者的廚師/維特多.沙博爾夫斯基
(Witold Szabłowski)著; 葉祉君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3-2-5 (EPUB)
獨裁者的廚師/維特多.沙博爾夫斯基
(Witold Szabłowski)著; 葉祉君譯 .-一 .-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3-4-9 (PDF)
積極、正向,自制力: 培養正能量的 8
堂微練習/劉惠丞, 肖建文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39-7
(EPUB)
噶瑪蘭騎士: 孫堯首本個人寫真書=
KAVALLERO/攝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模體文創, 11004 .-- 17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1-0-6 (精裝)
NT$688
諾蘭變奏曲: 當代國際名導
Christopher Nolan 電影全書(諾蘭首度
親自解說)(完整收錄導演生涯 11+4
部作品,228 幅劇照、片場照、分鏡
及概念手稿)(博客來限定.獨家封面
版)/湯姆.邵恩(TomShone)著; 黃政淵,
但唐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04-1 (EPUB)
諾蘭變奏曲: 當代國際名導
Christopher Nolan 電影全書(諾蘭首度
親自解說)(完整收錄導演生涯 11+4
部作品,228 幅劇照、片場照、分鏡

及概念手稿)(博客來限定.獨家封面
版)/湯姆.邵恩(TomShone)著; 黃政淵,
但唐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
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05-8 (PDF)
濟公禪緣: 值得追尋的人生價值/靜
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64-8-0 (EPUB)
應 用 昆 蟲 學 : 蟲 害 管 理 /N. S.
Talekar(戴樂楷), 蕭文鳳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37-4 (PDF)
隱形牢籠: 監控世代下,誰有隱私、
誰 又 有 不 受 控 的 自 由 ?/ 彼 德 . 布 隆
(Peter Bloom)著; 王曉伯, 鍾玉玦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788-8
(EPUB)
隱形牢籠: 監控世代下,誰有隱私、
誰 又 有 不 受 控 的 自 由 ?/ 彼 德 . 布 隆
(Peter Bloom)著; 王曉伯, 鍾玉玦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06-9
(PDF)
營 建 物 價 年 刊 . 2020= Construction
cost data/盧宗憲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營
建院, 11004 .-- 100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7194-15-2 ( 平 裝 )
NT$1000
癌症病人的心聲: 病人真正想要的,
病人真正需要的/琳達.華特絲(Lynda
Wolters)著; 李穎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24-6 (EPUB)
癌症病人的心聲: 病人真正想要的,
病人真正需要的/琳達.華特絲(Lynda
Wolters)著; 李穎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25-3 (PDF)
癌症病人術前心理衛教團體手冊: 臨
床的現場與實務/曾嫦嫦, 吳治勳, 吳
文珺, 陳思臻, 陳品樺, 陳奕靜, 洪家
暐, 張煥, 洪瑞可, 簡靖維, 洪國倫, 鄭
逸如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576-6 (PDF)
縮時睡眠 用最短時間消解疲倦/松本
美榮作; 黃琳雅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280-1 (EPUB)

縮時睡眠 用最短時間消解疲倦/松本
美榮作; 黃琳雅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285-6 (PDF)
總務部門重點工作/蕭祥榮編著 .-- 增
訂四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管, 11004 .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9097-9 (平裝) NT$450
環球絕美村鎮 66 地/星球大觀.環球
地理編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08-3 (EPUB)
優質父母: 家庭中的生命教育(帶領
人手冊)/鍾美慧, 林郁玟, 何依文, 彩
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.-- 新北市 : 彩虹
愛家生命教育協會, 11003 .-- 9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5-73-2 (平裝)
優質父母: 家庭中的生命教育(學員
手冊)/鍾美慧, 林郁玟, 何依文, 彩虹
愛家出版部編輯 .-- 新北市 : 彩虹愛
家生命教育協會, 11003 .-- 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5-72-5 (平裝)
縮頭龜的逆襲: 當內向是種天性,做
自己就是義務/Ton Mak 著; 鄭煥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8795-6 (PDF)
縮頭龜的逆襲: 當內向是種天性,做
自己就是義務/Ton Mak 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11-3 (EPUB)
鍾靈毓秀華岡情: 中國文化大學傑出
校友勵志集. 2021/王翔郁, 楊湘鈞, 尤
千昕, 宋秀茹, 李宜芳, 徐瀾, 張玲禎,
張郡庭, 陳心柔, 曾子庭, 黃郁庭, 顏
約諾採訪撰稿; 李亦君總編輯 .-- 臺
北市 : 文化大學, 11002 .-- 16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81-1 (平裝)
NT$1000
職事文摘. 第五卷. 第七期/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4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644-0 (平
裝)
顏值: 從第一印象到刻板印象,解密
臉孔幽微訊息的認知心理學/亞歷山
大 . 托 多 洛 夫 (Alexander Todorov) 著 ;
馮奕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鷹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28-4-2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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顏值: 從第一印象到刻板印象,解密
臉孔幽微訊息的認知心理學/亞歷山
大 . 托 多 洛 夫 (Alexander Todorov) 著 ;
馮奕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鷹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28-5-9 (PDF)
職場生存必學的人性心理學/榎本博
明著; 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363-3 (EPUB)
職場生存必學的人性心理學/榎本博
明著; 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364-0 (PDF)
職場必備一生受用!深度思考、清楚
表達的邏輯思考大全/西村克己著;
吳亭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72-569-6 (EPUB)
翻轉微積分的 28 堂課/班.歐林(Ben
Orlin)著; 畢馨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臉譜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5-911-2 (EPUB)
壞日子 總有個期限/麥潔芳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6-3-8
(EPUB)
寵你的靈魂/解昆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71-9 (EPUB)
寵你的靈魂/解昆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773-3 (PDF)
關於大腦的七又二分之一堂課/麗莎.
費德曼.巴瑞特(Lisa Feldman Barrett)
著; 蕭秀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67-1 (EPUB)
顛峰心態/史考特.巴瑞.考夫曼(Scott
Barry Kaufman) 著 ; 張 馨 方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9-80-4
(EPUB)
羅馬的崛起: 從鐵器時代到布匿戰爭
/凱瑟琳.洛馬斯(Kathryn Lomas)著; 鄭
煥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9-79-8 (EPUB)
麗茲波頓的謀殺審判: 直擊美國史上
最駭人聽聞的世紀懸案/卡菈.羅柏森

(Cara Robertson)著; 徐立妍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20-0
(EPUB)
麗茲波頓的謀殺審判: 直擊美國史上
最駭人聽聞的世紀懸案/卡菈.羅柏森
(Cara Robertson)著; 徐立妍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22-4 (PDF)
邊緣人 CEO 的零社交成功技巧/石倉
秀明著; 劉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83-4 (PDF)
邊緣人 CEO 的零社交成功技巧/石倉
秀明著; 劉淳譯 .-- 初版一刷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8-84-1 (EPUB)
藥舖年代: 台灣第一本,從傳統中藥
行角度,談時代人情與香料配方的有
聲書!/盧俊欽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麥
浩斯, 11005 .-- 約 20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8-672-6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450
關鍵時刻下的 13 堂投資心法與實作
課: 無懼市場波動的不敗投資策略/
林明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56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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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夏藍著; 楊懿梅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36-0 (EPUB)
飆股的長相: 我不看財報,照樣選對
股票/林則行著; 鄭舜瓏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85-8 (PDF)
飆股的長相: 我不看財報,照樣選對
股票/林則行著; 鄭舜瓏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8-86-5 (EPUB)
蘭陽之歌/戴鴻名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
市 : 戴鴻名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01-4 (PDF)
攝影.設計系譜研討會論文集. 2021/
黃重興, 黃國榮, 李皓恩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攝影學會, 11003 .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4670-6-3 (平裝)

鐵翼下的日子: 杜立特將軍自傳/杜
立特(Gen. James H. "Jimmy" Doolittle),
格蘭斯(Carroll V. Glines)原著; 黃文範
譯 .-- 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星 光 ,
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677-6786 (全套:平裝)
聽見行銷力: 從企業品牌形象到銷售
策略,利用聲音的力量打造你的絕對
優 勢!/ ミテイ ラー 千穂 著 ; 林巍翰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4-59-2 (EPUB)
讀起來絕對不沮喪的日本史/古市憲
壽著; 賴詩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90-2 (PDF)
讀起來絕對不沮喪的日本史/古市憲
壽著; 賴詩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91-9 (EPUB)
讀通<<公孫龍子>>/程定華作 .-- 臺
北市 : 程定華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685-7 (PDF)
讀通<<公孫龍子>>/程定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程定華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15-1 (EPUB)
戀人們的森林/森茉莉(Mori Mari)著;
王華懋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
務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5-3317-0 (PDF)
變幻的化學天地/晨輝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35-9
(EPUB)
變形記/卡夫卡作; 姬健梅譯; 張乃文
朗讀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3 .-- 約 128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29-4
(線上有聲書(MP3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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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689-59-5 (EPUB)
讓大腦更健康的 77 個妙招/烏里西.
史特倫茲(Dr. med. Ulrich Strunz)著;
黃淑欣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82-4 (EPUB)
讓我的功課,變成我的精采: 成功、
金 錢、豐盛 與向上走 的智慧 / 章成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176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2-76-3
(EPUB)
讓我參一咖: 感受被愛,尋求認同,建
立歸屬感的心靈探尋(療癒升級版)/
艾蜜莉.特著; 沈維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789-5 (EPUB)
讓我參一咖: 感受被愛,尋求認同,建
立歸屬感的心靈探尋(療癒升級版)/
艾蜜莉.懷特著; 沈維君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04-5 (PDF)
讓孩子愛上收拾的 104 整理術: 6 大
情境 X 實作圖例 X 零難度技巧,大人
從家事中脫身的親子整理秘訣!/小堀
愛生著; 洪筱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墨刻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89-552-8 (PDF)
靈魂永生. 第 8 輯/許添盛主講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, 11003 .-- 約
752 分面; 全套 10CD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64-2-2 ( 有 聲 書 光 碟 片 )
NT$1000
靈魂醫療: 療癒奇蹟大解密,喚醒內
在豐沛的健康能量/道森.丘吉, 諾曼.
席利著; 謝宜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534-0 (EPUB)
*靈寶天尊說祿庫受生經/林東瑨編
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 : 逸群圖書,
11003 .-- 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580-31-2 (平裝) NT$300
靈鷲山弘法紀要. 2020/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,
110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108-16-4 (PDF) NT$600
觀賞水草養殖輕鬆入門/AQUA LIFE
編輯部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632-8 (EPUB)
哲學易通/張益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2-50-7 (PDF)
孔孟與諸子/張柳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2-46-0 (PDF)
荀子要義/周紹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2-51-4 (PDF)

先秦道家思想研究/張成秋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2-47-7 (PDF)
老子要義/周紹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2-49-1 (PDF)
列子要義/周紹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2-48-4 (PDF)
莊子要義/周紹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2-52-1 (PDF)
莊學研究/陳品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2-53-8 (PDF)
漢代哲學/周紹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書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2-54-5 (PDF)
人心難測: 心與認知的哲學問題/彭
孟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42-9 (EPUB)
心理學什麼: 一天十分鐘,讀懂成語
和人心/蘇渝評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43-6 (EPUB)
論點思考: 找到問題的源頭,才能解
決正確的問題/內田和成著; 蕭秋梅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16-8-7 (EPUB)
失落、哀傷諮商與治療: 客體角色轉
換模式/吳秀碧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563-6 (PDF)
力量/朗達.拜恩(Rhonda Byrne)著; 王
莉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5-594-6 (EPUB)
中國之孝道/桑原隲藏著; 宋念慈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2-45-3 (PDF)
臣服實驗: 從隱居者到上市公司執行
長,放手讓生命掌舵的旅程/麥克.辛
格(Michael A. Singer)著; 劉嘉路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595-3 (EPUB)

最後 56 天最想跟爸媽一起做的 46 件
事/春光編輯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光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3-18-1 (EPUB)
靜思法髓妙蓮華. 方便品第二/釋證
嚴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03-1-2 (EPUB)
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. 二/徐醒民講 .- 初 版 .-- 彰 化 縣 : 雪 明 講 習 堂 ,
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7-44-0 (PDF)
聖經信息系列: 以斯拉記、哈該書:
建造神的家/費爾(Bob Fyall)著; 葛熙
樂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793-4
(PDF)
雅 歌 : 愛 的 詩 篇 / 格 萊 德 希 爾 (Tom
Gledhill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
書房, 110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8-784-2 (EPUB)
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/虞和平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4-40-5 (EPUB)
6 小時從零到一: 高科技創業入門/蔡
仁松著 .-- 新竹市 : 蔡仁松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24-3
(EPUB)
策略思考: 建立自我獨特的 insight,讓
你發現前所未見的策略模式/御立尚
資著; 梁世英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經濟新潮社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16-7-0 (EPUB)
高年級法律課: 從財產規劃到安養照
護,從避免受騙到規劃繼承,律師教您
如何有個圓滿人生/陳佑寰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17-7
(EPUB)
談文學/鄭騫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41-2 (EPUB)
詩心/黃永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44-3 (EPUB)
經典詩詞 250 名句/呂自揚編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河畔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266-62-8 (PDF)
177

作家與作品/謝冰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51-1 (EPUB)
平成徒步日記/宮部美幸作; 章蓓蕾
譯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麥 田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42-3 (EPUB)
哀悼日記/羅蘭.巴特(Roland Barthes)
著; 劉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2-78-7 (EPUB)
音樂美學: 歷史與議題/王美珠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078-7-3 (PDF)
小慢: 慢活.詠物.品好茶/謝小曼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76-0
(EPUB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