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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（ISBN）之圖
書（含電子書）目錄（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），目的
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，以完整、迅速
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。
二、本書目依性質分為「新書分類目錄」及「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」兩部
分。
三、本書目按類編排，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。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《中文
圖書分類法》（2007 年版．類表編．修訂一版）略加調整變通，分為總類、
哲學、宗教、自然科學、電腦資訊科學、應用科學、社會科學、史地∕傳記、
語言∕文學、兒童文學、藝術等 11 大類，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類，詳情
請參閱「新書書目目次」。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，分為政府出版
品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、兒童讀物、漫畫書、小說及雜文和其他等諸小類。
四、本書目之著錄依據《中國編目規則．第三版》，採符號條例式著錄。每一
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、作者、版次、出版項、稽核項、集叢項、
國際標準書號、冊次號、裝訂、價格、主題詞、分類號。其中，出版年著
錄預定出版年月，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，如「10301」表示民國 103 年
1 月；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。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《中
文主題詞表．2005 年修訂版》著錄。書目資料如有錯誤，請以正式出版之
資料為準。
五、書名前有「*」者，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。
六、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，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
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，敬請利用本館「全國新書資訊網
（ISBNnet）」，網址為：http://isbn.ncl.edu.tw。
七、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∕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，推出「每日預
告書訊服務」，歡迎各界訂閱指教，網址：http://tps.ncl.edu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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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書分類目錄
總類
特藏
台灣的抉擇. 2 : 孫中山思想與新古
典社會主義 / 洪泉湖, 周惠民, 黃如
慧, 李炳南, 潘兆民, 蘇信宇, 李明軒,
林炫向, 吳昆財, 區桂芝, 周世雄, 陳
顯武, 鄭旗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史記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4 .-187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47-0-8 (精裝) NT$880
1.孫中山思想 2.臺灣政治 005.18
蔣中正 1940-1960 : 美國國家檔案館
數位彩色復原歷史影像精選 / 徐宗
懋圖文館主編 .-- 臺北市 : 新世語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1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8520-9-9 (精裝)
NT$2200
1.蔣中正 2.中華民國史 3.相片檔案
005.32
蔣 經 國 大 事 日 記 (1979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1979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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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87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67) .-- ISBN 978-9865578-24-4 (平裝) NT$38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 經 國 大 事 日 記 (1980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1980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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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48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68) .-- ISBN 978-9865578-25-1 (平裝) NT$40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
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70) .-- ISBN 978-9865578-27-5 (平裝) NT$40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 經 國 大 事 日 記 (1984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 1984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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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71) .-- ISBN 978-9865578-28-2 (平裝) NT$38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 經 國 大 事 日 記 (1985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 1985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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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72) .-- ISBN 978-9865578-29-9 (平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 經 國 大 事 日 記 (1986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1986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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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73) .-- ISBN 978-9865578-30-5 (平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7-1988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1987-88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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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74) .-- ISBN 978-9865578-31-2 (平裝) NT$35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
目錄學；文獻學

蔣 經 國 大 事 日 記 (1981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1981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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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69) .-- ISBN 978-9865578-26-8 (平裝) NT$380
1.蔣經國 2.臺灣傳記 005.33

*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分析報告. 110
年 : 國圖資料庫分析臺灣學術資源
利用及研究主題概況 / 王宏德, 王豐
瑋, 吳亭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
家圖書館, 11004 .-- 7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678-698-3 (平裝)
1.引用文獻分析 2.學位論文 3.學術
傳播 4.學術研究 011.016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2-1983) = Daily
records of Chiang Ching-kuo,1982-83 /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.-- 初

好書指南 : 少年讀物.兒童讀物. 2020
年 / 張如瑩, 林佳穎, 曾湘惠, 宋南靜,
羅文伶, 李雯雯, 洪錦惠, 高詠茹, 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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鈺禎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立圖書館, 11004 .-- 228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4-65-3 (平裝)
NT$320
1.青少年讀物 2.兒童讀物 3.優良讀
物 4.推薦書目 012.3
品智慧 5 堂課 / 盧志丹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007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649-9-9 (平裝)
1.推薦書目 012.4
讀經典 4 堂課 / 盧志丹著 .-- 初版 .-[ 新 北 市 ] : 新 視 野 New Vision,
11007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3-0-3 (平裝)
1.推薦書目 012.4
東大現役學霸的讀書計畫制定法 :
設定目標、擬定策略、確定方法、
規劃時程,學會東大式的正確用功法
/ 相生昌悟著 ; 劉宸瑀, 高詹燦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28-3 (平裝)
1.讀書法 019

國學
昇恆昌江松樺先生講座學術論叢 /
翁敏修主編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
市 :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
究所出版 ;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300 面; 26
公分 .-- (學術論文集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99925-4-1 (精裝) NT$980
1.漢學 2.文集 030.7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
世界之最小百科 / 世一文化編輯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12 面;
18X17 公分 .-- (我是知識王 ; 29) .-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986-429-995-9
(精裝)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14, 一
閃一閃的螢火蟲 / 諾皮農皮著 ; 申鍾
兒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
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03-1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3, 恐
龍,你在哪? / 諾皮農皮著 ; 全相宇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6419-2-9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6, 南
極的紳士企鵝 / 諾皮農皮著 ; 鄭玄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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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9-5-0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7, 鴕
鳥不會飛 / 諾皮農皮著 ; 朴尚美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6419-6-7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8, 捕
魚高手翠鳥 / 諾皮農皮著 ; 金智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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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9-7-4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10, 喵
喵!黑尾鷗 / 諾皮農皮著 ; 三進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6419-9-8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11, 蜜
蜂們在跳舞 / 諾皮農皮著 ; 南炫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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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00-0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12, 勤
勞的螞蟻 / 諾皮農皮著 ; 元成恩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01-7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13, 蚜
蟲獵人瓢蟲 / 諾皮農皮著 ; 李志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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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02-4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15, 知
了知了蟬 / 諾皮農皮著 ; 孫友英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04-8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2, 大
貓熊團團和圓圓的一天 / 諾皮農皮
著 ; 朴亞林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
籌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9-1-2
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4, 喵
喵!貓咪寶貝 / 諾皮農皮著 ; 成寶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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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9-3-6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5, 大
象的鼻子就是手 / 諾皮農皮著 ; 金智
敏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
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9-4-3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一輯. 9, 喔
喔喔公雞,咯咯咯母雞 / 諾皮農皮著 ;
吳允善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9-8-1 (平
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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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17, 酸
酸甜甜的水果,清脆新鮮的蔬菜 / 諾
皮農皮著 ; 李夏娜繪 ; 我家編輯群翻
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0748-06-2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18, 大
便真偉大 / 諾皮農皮著 ; 辛成葉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07-9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16, 一
蹦一跳的青蛙 / 諾皮農皮著 ; 宋依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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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05-5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19, 無
所不能的嘴 / 諾皮農皮著 ; 金鎮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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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08-6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0, 尋
找心愛的伴侶 / 諾皮農皮著 ; 朴惠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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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09-3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1, 圓
溜溜的倉鼠 / 諾皮農皮著 ; 元星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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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0-9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2, 偏
食的無尾熊 / 諾皮農皮著 ; 朴善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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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1-6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3, 大
長腿長頸鹿 / 諾皮農皮著 ; 南炫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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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2-3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4, 多
才多藝的蝸牛 / 諾皮農皮著 ; 李花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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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3-0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5, 鼻
子上長角的犀牛 / 諾皮農皮著 ; 權美
美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
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4-7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6, 草
原上帥氣的馬和斑馬 / 諾皮農皮著 ;
樸恩京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5-4 (平
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7, 蜘
蛛不是昆蟲 / 諾皮農皮著 ; 朴正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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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6-1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8, 熊
叔叔和北極熊阿姨 / 諾皮農皮著 ; 鄭
玄靜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
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7-8 (平裝)
NT$120
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

047
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29, 猴
子的紅屁股 / 諾皮農皮著 ; 金怡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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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8-5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二輯. 30, 動
物之王獅子 / 諾皮農皮著 ; 全相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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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19-2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3, 討
厭的布穀鳥 / 諾皮農皮著 ; 張成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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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2-2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4, 搖
搖擺擺的鴨子家族 / 諾皮農皮著 ; 申
鐘兒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
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3-9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41, 兔
子呀,我們一起走吧! / 諾皮農皮著 ;
金恩京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30-7 (平
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42, 機
靈的松鼠 / 諾皮農皮著 ; 安俊石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31-4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45, 美
麗的梅花鹿 / 諾皮農皮著 ; 洪善京
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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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34-5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1, 帥
氣的飛行員蜻蜓 / 諾皮農皮著 ; 高雲
靜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
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0-8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2, 蝴
蝶翩翩起舞 / 諾皮農皮著 ; 楊敏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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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1-5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5, 嘰
嘰喳喳!麻雀 / 諾皮農皮著 ; 張璇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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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4-6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6, 心
地善良的樹 / 諾皮農皮著 ; 恩美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25-3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7, 太
陽之花向日葵 / 諾皮農皮著 ; 李玄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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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6-0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8, 咕
嚕咕嚕吃蟲子的食蟲植物 / 諾皮農
皮著 ; 李敏兒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
籌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7-7
(平裝) NT$120
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

047
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39, 問
早安的牽牛花 / 諾皮農皮著 ; 韓智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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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8-4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40, 蒲
公英種子的旅行 / 諾皮農皮著 ; 玄敏
京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
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29-1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43, 跳
遠冠軍袋鼠 / 諾皮農皮著 ; 朱英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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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32-1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三輯. 44, 好
奇的狐狸 / 諾皮農皮著 ; 金敏慧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33-8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
國際扶輪 3461 地區獨一無二名人錄.
2021-22 年度 / 張星輝, 黃朝國, 薛秋
雄, 薛敬丞著 .-- 臺中市 : 國際扶輪
3461 地區總監辦事處, 11004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25-29 (平裝) NT$500
1.國際扶輪社 2.人名錄 3.臺灣
061.51
台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年 報 . 2020 =
Taipei cultur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/
蔡宗雄總編輯 .-- 臺北市松山區市 :
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,
11005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740-3-1 (平裝)
1.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068.33

*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.
2020 年報 / 郭生玉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
基金會, 11004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036-3-9 (平裝)
1.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068.33

褚士瑩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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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40 面; 25X26 公分 .-- (知識
滴 ; 34) .-- ISBN 978-957-9529-87-7
(精裝) NT$360
1.哲學 2.繪本 100

普通論叢

愛,不愛,不再愛 / 米歇爾.布許(Michel
Puech) 作 ; 納 塔 拿 埃 爾 . 米 可
(Nathanaël Mikles)繪 ; 趙德明翻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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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96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04-0
(平裝) NT$350
1.哲學 2.通俗作品 100

幽夢影 : 從青澀到苦澀,人生是場真
實幻夢 / (清)張潮原著 ; 曾珮琦編
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圖
說經典 ; 40) .-- ISBN 978-986-178541-7 (平裝) NT$280
072.7
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/ 錢穆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9-3270-5
(平裝)
1.言論集 078
*浮世觀想 / 李新男作 .-- 高雄市 : 李
新男, 11004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87-8 ( 平 裝 )
NT$350
1.言論集 078

群經
會通養新樓學術研究論集. 卷一, 經
學編 / 莊雅州著 ; 陳溫菊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670 面; 23 公分 .-- (著
作集叢書. 會通養新樓學術研究論
集 ; 1603001) .-- ISBN 978-986-478463-9 (平裝) NT$960
1.經學 2.研究考訂 090

哲學類
總論
有趣的哲學故事 / 左岸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007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2-0-4 (平裝)
1.哲學 2.通俗作品 100
我是誰? : 給孩子的第一本哲學思考
繪本 / 菲利浦.邦廷(Philip Bunting)著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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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類存在的意義 : 一個生物學家對
生命的思索 / 愛德華.威爾森(Edward
O. Wilson)著 ; 蕭寶森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
行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3-1-4 (平裝) NT$360
1.哲學人類學 101.639

學術思想概論
宋至清代儒釋道文化在海南府城傳
播問題研究 / 李金操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8-460-8 (平裝) NT$500
1.儒家 2.佛教 3.道教 4.思想史 5.海南
省 112

中國哲學
中國哲學導論 : 從古代哲學至中國
佛學 / 劉紀璐著 ; 石啟瑤, 黃映溶, 眾
佛家弟子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5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788-7 (平裝)
1.中國哲學 2.佛學 120
問道中國哲學 :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
現狀與前瞻 / 郭齊勇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2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651-9 (平裝)
NT$410
1.中國哲學史 120.9
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易經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64-27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400 .-ISBN 978-986-0764-28-4 (第 2 冊:平裝)
NT$400 .-- ISBN 978-986-0764-29-1
(第 3 冊:平裝) NT$420 .-- ISBN 978986-0764-30-7 ( 第 4 冊 : 平 裝 )
NT$370 .-- ISBN 978-986-0764-31-4
(第 5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986-0764-32-1 ( 第 6 冊 : 平 裝 )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0764-33-8
(第 7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986-06271-6-9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6271-7-6 (第 2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6271-8-3 (第 3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271-9-0 (第 4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6535-0-2
( 第 5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 978-98606535-1-9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6535-2-6 (第 7 冊:精裝)
1.易經 2.注釋 121.1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易傳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64-25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290 .-ISBN 978-986-0764-26-0 (第 2 冊:平裝)
NT$290 .-- ISBN 978-986-06271-4-5
( 第 1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 978-98606271-5-2 (第 2 冊:精裝)
1.易經 2.注釋 121.12
周易要義 / (清)宋書升著 ; 張雪菴點
校 ; 劉方復校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
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36 面; 21
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49) .-- ISBN
978-986-5541-88-0 (平裝) NT$700
1.易經 2.注釋 121.12
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. 下 / 黃
慶萱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04 面; 23
公分 .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 .-- ISBN
978-957-14-7179-2 (平裝)
1.易經 2.注釋 121.12
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. 中 / 黃
慶萱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16 面; 24
公分 .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 .-- ISBN
978-957-14-7178-5 (平裝)
1.易經 2.注釋 121.12

*圣谕广训 : 易经和道德经 / 寒亭书
社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寒亭書社,
11004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
正體題名:聖諭廣訓 .-- ISBN 978-98699443-9-7 (平裝) NT$500
1.易經 2.道德經 3.研究考訂 121.17
*聖諭廣訓 : 易經和道德經 / 寒亭書
社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寒亭書社,
11004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43-8-0 (平裝) NT$500
1.易經 2.道德經 3.研究考訂 121.17
易經與論語. 第七卷 / 吳秋文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易立文化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277-2-0 ( 精 裝 )
NT$700
1.論語 2.易經 3.注釋 4.研究考訂
121.222
論語新解 / 錢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64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
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194-5 (精裝)
1.論語 2.注釋 121.222
原來孔子這樣說 / 傅佩榮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傅佩榮
作品集 ; 22) .-- ISBN 978-986-450348-3 (平裝) NT$280
1.(周)孔丘 2.學術思想 3.儒家
121.23
老子.正言若反 / 陳聖道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陳聖道, 11005 .-- 36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885 (平裝) NT$360
1.道德經 2.注釋 121.311
新譯鶡冠子 / 趙鵬團注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(古籍今
注 新 譯 叢 書 ) .-- ISBN 978-957-147175-4 (平裝)
1.鶡冠子 2.注釋 121.861
宋明理學 : 形而上學、心靈與道德 /
劉紀璐著 ; 劉紀璐, 江求流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787-0 (平裝)
1.宋明理學 2.中國哲學 125

西洋哲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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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你自己 : 西洋哲學史. 卷三, 從後
黑格爾時期的哲學到二十世紀初的
哲學 / 理察.大衛.普列希特(Richard
David Precht)著作 ; 林宏濤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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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5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23-2 (精裝)
NT$800
1.西洋哲學史 140.9
認識自己 : 西洋哲學史. 卷二, 從文
藝復興到德國觀念論 / 理察.大衛.普
列希特(Richard David Precht)著 ; 周
予安, 劉恙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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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6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22-5 (精裝) NT$800
1.西洋哲學史 140.9
自然哲學 / 戚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63-0 (平裝) NT$330
1.自然哲學 143.66
論幸福 : 「現代蘇格拉底」哲學家
阿蘭的教導,成為自己的思想者,在各
種 環境中保 持快樂的 藝術 / 阿蘭
(Alain)著 ; 潘怡帆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4-960-7 (平裝) NT$360
1.阿蘭(Alain, 1868-1951) 2.學術思想
3.哲學 146.73
臨在與不死 / 馬賽爾(Gabriel Marcel)
著 ; 陸達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
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7-210-7 (平裝) NT$580
1.馬賽爾(Marcel, Gabriel, 1889-1973)
2.學術思想 3.哲學 146.79
康德論自由 : 道德自由、法權自由
與人的尊嚴 = Kant on freedom : moral
freedom, juridical freedom and human
dignity / 張雪珠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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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472 面; 21
公分 .-- (臺大哲學叢書 ; 18) .-- ISBN
978-986-350-450-4 (平裝) NT$660
1.康德哲學 2.批判哲學 3.自由 4.法
權 147.45

徘徊於天人之際 : 海德格的哲學思
路 / 關子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6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829-7 (平裝)
1.海德格爾(Heidegger, Martin, 18891976)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147.72

邏輯學
神邏輯 / 楊牧之著 .-- 臺北市 : 任性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(issue ; 29) .-- ISBN 978-98606174-7-4 (平裝) NT$340
1.邏輯 2.通俗作品 150
邏輯學十五講 / 陳波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62-3 (平裝) NT$550
1.邏輯 150

形上學；玄學
<<0 維的宇宙>>萬物生存考 = 0dimensional universe : survival test of
all things / 劉洪均(Samo Liu)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9-116-7 (精裝) NT$480
1.自然哲學 2.宇宙論 163
時間的秩序 : 用最尖端物理學,顛覆
常識與直覺,探索時間的本質 / 卡羅.
羅維理(Carol Rovelli)作 ; 筆鹿工作室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科
學視界 ; 253) .-- ISBN 978-986-540856-5 (平裝)
1.時間 2.哲學 168.2

心理學
心理學的迷思 / 弗雷德.紐曼(Fred
Newman)著 ; 王東美, 郭姵妤, 龍煒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65-4 (平
裝) NT$450
1.心理學 2.社會治療 1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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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崧燁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6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645-8 (平裝) NT$330
1.心理學 2.通俗作品 170
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關因素之
研究 : 新北市實徵資料之考察 = The
study of exploring correlated factors
towards psychological health with youth
/ 郭靜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8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8-3645 (平裝) NT$250
1.心理衛生 2.青少年心理 172.9
阿德勒談生命風格 / 阿德勒(Alfred
Adler)著 ; 溫澤元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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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33-1 (平裝) NT$350
1.兒童心理學 2.精神分析 3.個案研
究 173.1
焦慮的孩子 : 認識孩子的焦慮並幫
助他們治療 / 保羅.福克斯曼(Paul
Foxman)作 ; 郭妙芳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75-7-8 (平裝) NT$380
1.兒童心理學 2.焦慮症 3.心理治療
173.12
尋祕之森 = The secret forest / 莊冠嬅,
魏佩儀撰繪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
數位圖書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17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30-4
(平裝) NT$660
1.青少年心理 2.情緒管理 173.2
九型人格讀心術 : 你是哪一型?了解
個人成長與健全人際關係的九種性
格類型 / 莉茲.卡佛(Liz Carver), 喬許.
葛林(Josh Green)著 ; 彭臨桂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出版 : 大雁文化
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7 .-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121-89-7 (平裝) NT$450
1.人格心理學 2.人格特質 173.75
*我還能變好嗎? : 自我心理學幫你
好好做自己 / 王軼楠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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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
面 ; 23 公 分 .-- ( 心 靈 方 舟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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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HT0031) .-- ISBN 978-986-06425-2-0
(平裝) NT$360
1.自我心理學 173.75
意志鍛鍊 : 10 個磨練鋼鐵心智、邁
向巔峰的海豹部隊戰勝心法 / 布蘭
特.格里森(Brent Gleeson)作 ; 陳玟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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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4 面 ; 21 公 分 .-(Sasugas ; 12) .-- ISBN 978-986-289563-4 (平裝) NT$380
1.意志 2.個性心理學 3.成功法
173.764
催 眠諮商理 論與實 務 / 謝季中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謝季中,
11006 .-- 29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45-5 (平裝) NT$450
1.催眠術 2.催眠療法 175.8
只吸引到好事的結界 / 碇紀子作 ; 龔
婉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1
公分 .-- (方智好讀 ; 138) .-- ISBN
978-986-175-599-1 (平裝) NT$240
1.心靈學 2.超心理學 3.靈修 175.9
翡翠碑文 : 宇宙和生死的終極答案
大 揭 密 / 圖 特 (Thoth), 赫 耳 默 斯
(Hermès Trismégiste)原著 ; 鄭斯堯譯
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鄭斯堯,
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02-8 (平裝)
1.超心理學 2.靈修 175.9
中小學生的心智圖記憶學習筆記 /
李忠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288-6 (平
裝)
1.記憶 2.讀書法 3.學習方法 176.3
在麵包店賣飯糰 : 賣破千萬本書的
王牌編輯教你創造超乎想像的好點
子 / 柿內尚文作 ; 涂紋凰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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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25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126-5 (平裝)
1.創造性思考 2.創意 176.4
科學思維 : 分辨真偽、拆解疑惑、
推量事理,當代必備的日常思考習慣
/ 大衛.荷芬(David J. Helfand)著 ; 韓
絜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53-1
(平裝) NT$480
1.思考 2.邏輯 3.思維方法 176.4
小對話 / 伊森.克洛斯(Ethan Kross)著 ;
胡宗香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新視野 ; 46) .-- ISBN 978986-398-673-7 (平裝) NT$400
1.內隱語言 2.溝通 3.自我實現 4.認
知心理學 176.49
我能掌握情緒 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
3, 培養情緒控制力! / 小禾心理研究
所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6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39-4-8 (平裝) NT$380
1.情緒管理 2.兒童讀物 176.52
你該信任誰 : FBI 資深探員教你利用
行為科學預測法突破識人盲點,看穿
偽 善 與 謊 言 / 羅 賓 . 德 理 克 (Robin
Dreeke), 卡 麥 隆 . 史 陶 斯 (Cameron
Stauth)作 ; 陳繪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
360) .-- ISBN 978-957-13-8937-0 (平裝)
NT$400
1.行為心理學 2.行為模式 176.8
肢體語言心理學 : 沒有看不透的心 /
張榮妹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全方位心理叢書 ; 40) .-ISBN 978-986-06175-9-7 (平裝)
1.行為心理學 2.肢體語言 176.8
天賦優勢心理學應用入門 : 27 秒讀
懂 你的人生 使用說明 書 / 林嘉怡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靛藍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529-7-2 ( 平 裝 )
NT$380
1.應用心理學 2.自我實現 3.術數
177
自 私 的 藝 術 / 大 衛 . 西 伯 里 (David
Seabury)著 ; 李祐寧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41-11-7 ( 平 裝 )
NT$350
1.應用心理學 2.利己主義 177
*男人為何不明察,女人幹嘛不明說 :
37 條同理溝通潛規則,教你怎麼說都
貼心 / 五百田達成著 ; 陳怡君譯 .--

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方舟 ; 6006) .-ISBN 978-986-06425-0-6 ( 平 裝 )
NT$360
1.人際傳播 2.說話藝術 3.兩性關係
177.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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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643-4
(平裝) NT$320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177.2

100 個無壓力生活提案 : 迎向後防疫
時代新未來 / 勝間和代作 ; 王華懋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65-8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
沒人看見你的好,你要懂得自己誇 :
掌握勇敢自我推銷的藝術 / 梅樂迪
斯.芬曼(Meredith Fineman)著 ; 甘鎮
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2) .-- ISBN
978-986-175-601-1 (平裝) NT$330
1.自我實現 2.自信 3.成功法 177.2

下半輩子,不再為工作而活 : 給厭倦
了生活只剩下工作的你 / 金江美圖.
文 ; 陳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
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19
公 分 .-- ( 平 安 叢 書 ; 第 685
種)(Upward ; 117) .-- ISBN 978-9865596-15-6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自我肯定 177.2
大戰略三十六計 : 智謀操盤 ABC /
陳福成著 .-- 臺北市 : 時英出版社,
11005 .-- 6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822-9-3 (平裝) NT$500
1.(周)范蠡 2.學術思想 3.謀略 4.成功
法 177.2
生而為人,哪有不煩 : 別對快被壓垮
的人說加油,找回被逼瘋前的日常 /
俞姿婷, 大衛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6 .-306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16-642-7 (平裝) NT$36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生活中,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 / 謝
雪文(雪兒 CHER)圖.文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28-8 ( 平 裝 )
NT$36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成功心理學 : 50 個發現與反思,找到
工作與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/ 丹尼斯.
魏 特 利 (Denis Waitley) 著 ; 王 婉 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5-63-8 (平裝) NT$900
1.成功法 2.自信 177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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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別玻璃心的十三件事 / 艾美.莫林
(Amy Morin)著 ; 洪慧芳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
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: 大
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96 面; 20 公分 .-- (For2 ;
26) .-- ISBN 978-986-98990-6-2 (平裝)
NT$300
1.自我實現 2.習慣 177.2
即使世界烏雲罩頂,妳也要自帶閃光
/ 格姐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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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128-9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女性
177.2
我相信自己 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2,
培養自信力! / 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39-2-4 (平裝) NT$380
1.自我肯定 2.自信 3.兒童讀物
177.2
我想愛你所不能愛的自己 / 叢非從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 22
公分 .-- (Vision ; 210) .-- ISBN 978986-406-240-9 (平裝) NT$330
1.成功法 2.自我肯定 177.2
改變人生的大腦鍛鍊 : 日本腦科學
博士親授活化腦島皮質 6 大法則,教
你用意念扭轉命運 / 岩崎一郎作 ; 許
郁文, 林佩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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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68 面; 21
公分 .-- (Sasugas ; KJ2013) .-- ISBN
978-986-289-567-2 (平裝) NT$42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3.健腦法
177.2
明天能做的事,就別在今天做 : 日本
最大網路留言版創辦人告訴你,如何
用 1%的努力,贏過 99％的人。 / 西
村博之著 ; 郭凡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Think ; 217) .-- ISBN
978-986-5548-99-5 (平裝) NT$36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致富強心臟 / 吳紹綱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IRICH) .- ISBN 978-957-658-557-9 ( 平 裝 )
NT$360
1.成功法 2.思考 3.財富 177.2
害死你的好習慣 : 你以為的好習慣,
正在耽誤你的人生 / 午堂登紀雄著 ;
賴郁婷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
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005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3-38 (平裝) NT$350
1.自我實現 2.職場成功法 177.2
挫折是用來勵志、不是用來喪志的 :
寫給千萬年輕人的信念和勇氣之書 /
戴晨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勁草生活 ; 487) .-- ISBN 978986-5582-84-5 (平裝) NT$35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旁通的道與雙智慧 / 許炳堅著 .-- 臺
北市 : 活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73-4-9 (平裝)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氣質,是你最重要的價值 / 塞繆爾.斯
邁爾斯作 ; 靜濤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成功講
座 ; 371) .-- ISBN 978-986-392-379-4
(平裝) NT$25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逆齡熟女的幸福之路 : 獻給渴望活
出幸福的每一位女人 / 吉兒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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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58-0 (平裝) NT$300
1.成功法 2.幸福 3.女性 177.2
做好自己喜歡的事,就會閃閃發光 :
創作美聲 Ariel 蔡佩軒的 3 步驟夢想
實踐清單 / 蔡佩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2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04-1-0 (平裝) NT$36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終結毒性思考 / 丹尼爾.弗瑞爾
(Daniel Fryer)著 ; 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
野系列 ; 81) .-- ISBN 978-986-507396-1 (平裝) NT$350
1.自我實現 2.情緒管理 3.生活指導
177.2
發現生命劇本 / 錢玉芬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米迦勒傳播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92 面; 19X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571-8-5 ( 平 裝 )
NT$15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愛上不完美的自己 / 女王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77-6 (平裝)
NT$399
1.自我肯定 2.生活指導 177.2
想笑的時候再笑,才是我最可愛的樣
子 : YouTuber「飽妮」施展電影宅
魔法,讓你成為最喜歡的自己(管他淑
女佳人還是蛇蠍魔女或魯妹) / 飽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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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08 面; 19
公分 .-- (野人家 ; 210) .-- ISBN 978986-384-519-5 (平裝) .-- ISBN 978986-384-520-1 (平裝簽名版)
1.自我實現 2.女性 3.電影片 4.影評
177.2
與成功有約祕密版 : 高效能人士的
七個習慣 / 西恩.柯維(Sean Covey)著 ;
顧淑馨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68 面; 19 公分 .-- (心理勵
志 ; BBP451) .-- ISBN 978-986-525172-7 (平裝) NT$32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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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其麻木前進,不如勇敢迷失 / 林子
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52-7 (平裝)
NT$350
1.自我肯定 2.生活指導 177.2
請你勇敢地美回去 / 王珣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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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110-4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女性
177.2
墨菲魔鬼定律 / 楊知行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2-2-8 (平裝)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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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647-2
(平裝) NT$32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3.習慣心理學
177.2
蘇瀅無所畏 敢輸才會贏 / 蘇瀅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6 .-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89-565-8 (平裝) NT$38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177.2
史丹佛人際動力學 : 連開 50 年的課,
教你好關係從真情流露開始 / 大衛.
布雷弗德(David Bradford), 凱蘿.羅賓
(Carole Robin)著 ; 蔡惠伃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
思潮 ; 153) .-- ISBN 978-986-134-3877 (平裝) NT$400
1.人際關係 2.人際傳播 177.3
死亡與生命手記 : 關於愛、失落、
存 在 的 意 義 / 歐 文 . 亞 隆 (Irvin D.
Yalom), 瑪莉蓮.亞隆(Marilyn Yalom)
著 ; 鄧伯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
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Holistic ;
144) .-- ISBN 978-986-357-211-4 (平裝)
NT$420
1.心理治療 2.死亡 3.悲傷 178

清理你的心理雜訊 : 10 個降噪練習,
使你不再自卑、自責、自憐 / 山根
洋士著 ; 李璦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心理 ;
67) .-- ISBN 978-986-137-325-6 (平裝)
NT$280
1.心理輔導 2.心理諮商 178.3
慢性病心靈處方箋 : 100 則與慢性病
共處的實用點子 / Jaimie A. Wolfelt,
Alan D. Wolfelt 著 ; 章惠安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心
理治療系列 ; 22180) .-- ISBN 978986-191-996-6 (平裝) NT$280
1.心理輔導 2.慢性疾病 178.3
不要變成壞掉的大人 : 當世界崩壞
時,我們更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/
いっちー著 ; 池迎瑄, 高詹燦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22-1 (平裝)
1.認知治療法 2.心理治療 178.8
生命的禮物 : 給心理治療師的 85 則
備忘錄 / 歐文.亞隆(Irvin D. Yalom)
著 ; 易之新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心
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HO ;
143) .-- ISBN 978-986-357-208-4 (平裝)
NT$400
1.心理治療 178.8
助人者練心術 : 自我提升的 60 個增
能練習 / 傑弗瑞.薩德(Jeffrey K. Zeig)
著 ; 洪偉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
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7-212-1 (平裝) NT$400
1.心理治療 2.臨床心理學 3.催眠療
法 178.8
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 / 軍職編輯
小組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450-1 (平裝)
1.智力測驗 179.2

美學
休閒美學 : 屬於您個人的旅遊速寫
筆記 / 許軒, 曾文永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
11006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57-9 (平裝) NT$380
1.生活美學 2.休閒活動 180

倫理學
離桌武士 / 黃登漢著 .-- 初版 .-- 苗栗
縣竹南鎮 : 木果文創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Organic
活力 ; 3) .-- ISBN 978-986-99576-2-5
(平裝) NT$32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
一輩子很長,要好好相伴自己 / 黃子
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光采文化出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(智在心靈 ; 67) .-- ISBN 978986-99126-5-5 (平裝) NT$30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人生如局 : 聽南懷瑾講淡定智慧 / 于
海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 (Sunny 文庫 ; 51) .-- ISBN 978-9865541-77-4 (平裝) NT$280
1.人生哲學 191.9
只有你能定義你自己 : 100 位啟迪人
心的人物,暢談型塑他們人生的關鍵
時刻 / 珍.格雷安(Jane Graham), The
Big Issue 編輯 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奇光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4-7-6 (平裝)
NT$500
1.人生哲學 2.自我肯定 191.9
這些場合我可以舒服的怕生 / 午堂
登紀雄作 ; 林巍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(Think ; 219) .-- ISBN
978-986-0742-10-7 (平裝) NT$340
1.人生觀 2.人際傳播 3.人際關係
191.9
接納,才能自得 : 日本人的淡然之道 /
史考特.哈斯(Scott Hass)著 ; 吳緯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34-6-5 (平裝) NT$320
1.人生哲學 2.幸福 191.9
喜歡的事開心做,不喜歡的事耐心做 :
王學呈的 63 則富慧人生私房話與手
繪風景畫 / 王學呈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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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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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02-7 (平裝) NT$38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媽媽的關係練習 / 康思云等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輕
心靈 ; 4) .-- ISBN 978-626-305-014-3
(平裝) NT$38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生命 / 米歇爾.布許(Michel Puech)作 ;
奧立維.巴雷茲(Olivier Balez)繪 ; 趙
德明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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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9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9-303-3 (平裝) NT$350
1.生命哲學 2.通俗作品 191.91
人生的金字塔 = The pyramid of life /
黃肇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
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
展基金會發行, 11005 .-- 304 面; 23
公分 .-- (精英論壇系列 ; 3) .-- ISBN
978-986-5635-51-0 (精裝) NT$420
1.生涯規劃 2.自我實現 192.1
*大道心法能入至高佛境 / 古月作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修緣道場, 11004 .-88 面; 19 公分 .-- (心性泉源系列)(修
緣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84359-8-8
(平裝)
1.靈修 192.1
天心月圓 : 聽弘一大師講鹹淡人生 /
于海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41) .-- ISBN 978986-5541-78-1 (平裝) NT$28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水豚學論語 / 曾暐傑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005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4-4-3 (平
裝) NT$399
1.論語 2.修身 3.生活指導 192.1
方圓有度 : 聽南懷瑾講為人處事 / 徐
志遠, 蕾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
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39) .-- ISBN
978-986-5541-79-8 (平裝) NT$28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,我說故事 / 王
文靜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

(Mind Map ; 226) .-- ISBN 978-957658-539-5 (平裝) NT$380
1.生涯規劃 2.通俗作品 192.1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074-1-4
(平裝)
1.靈修 192.1

你多厲害,真的沒人在乎 : 沒有知心
好友、超容易被討厭?就是因為你太
囂張! / 林庭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16-644-1 (平裝) NT$33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
藍老師職涯 50 問 / 藍如瑛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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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72-6 (平裝) NT$300
1.生涯規劃 2.問題集 192.1

即使受傷,仍能去愛 : 守護幸福的正
能量 / 吳皓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拓
展系列 ; D213) .-- ISBN 978-957-693954-9 (平裝) NT$36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
譚崔性能量密典 : 從情慾到宇宙性
高潮的性愛精煉藝術! / 簡上淇著 .-初版 .-- 屏東縣屏東市 : 想閱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784-5-9 ( 平 裝 )
NT$680
1.靈修 2.能量 3.性知識 192.1

清空歸零 : 聽南懷瑾講修身養性 / 徐
志遠, 蕾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
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32 面; 21
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38) .-- ISBN
978-986-5541-76-7 (平裝) NT$280
1.修身 192.1

好問 : 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力 /
特雷.高迪(Trey Gowdy) ; 陳珮榆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堡壘文化, 11005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亞當斯密 ; 10) .-- ISBN
978-986-06513-2-4 (平裝) NT$450
1.人際傳播 2.說服 192.32

開啟人生的 10 道任意門 / 許添盛主
講 ; 齊世芳執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賽斯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5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(許醫師作品 ;
39) .-- ISBN 978-986-0707-34-2 (平裝)
NT$390
1.修身 2.心身醫學 192.1
奧卡姆剃刀定律 / 楊知行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007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2-1-1 (平裝)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3.職場成功法
192.1
遇見自在優雅的自己 / 張德芬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皇
冠叢書 ; 第 4934 種)(張德芬作品集 ;
7) .-- ISBN 978-957-33-3719-5 (平裝)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當直覺綻放,神性甦醒,會發現 : 自己
就是一個寶藏 / 王靜蓉文.攝影 .-- 臺
南市 : 兩儀開發設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靜心治
療系列 ; 3) .-- ISBN 978-986-85638-27 (平裝)
1.靈修 192.1
靜和樂 / 廖鴻璋作 .-- 臺中市 : 安可
印藝整合行銷工坊, 11004 .-- 228 面;

聊天達人的不敗話術指南 / 渡邊龍
太作 ; 甘為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6 .-- 19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76-5
(平裝) NT$35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192.32
會賺錢的人,說話永遠二選一 : 年收
破億的 20 個致富語法 / 金川顕教作 ;
張佳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(Happy Learning ; 196) .-ISBN 978-986-136-585-5 (平裝)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192.32
說真話不惹人嫌的方法 : 直言不諱
惹人愛、惹人嫌 / 野野村友紀子著 ;
林佑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Think ; 218) .-- ISBN 978-9860742-04-6 (平裝) NT$34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192.32
簡樸女神 / 周紹賢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Life style ; 1) .-ISBN 978-986-5481-04-9 ( 平 裝 )
NT$220
1.簡化生活 2.生活指導 19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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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了凡四訓新解 / 周勳男著 .-- 臺灣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6059-57-5 ( 平 裝 )
NT$300
1.格言 192.8
修福積德造命法 / 袁了凡著 .-- [高雄
市] : 上鋐書庫有限公司, 11004 .-13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914-7-5 (平裝)
1.格言 192.8
孝經疏證 / 李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05-0 (平裝) NT$350
1.孝經 2.注釋 193.12
*樂在工作 : 在工作中得到成功、財
富 與 幸 福 / 丹 尼 斯 . 魏 特 利 (Denis
Waitley), 芮妮.薇特(Reni L. Witt)著 ;
尹萍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工作生活) .-ISBN 978-986-525-149-9 ( 平 裝 )
NT$380
1.職業倫理 2.職場成功法 198
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精進國際學術
研討會論文集. 2020 / [Peng-Cheng
Zhang]等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中原
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, 中原大學
商學院, 中原大學企業社會責任研究
中心, 11004 .-- 23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796-74-7 (平裝)
1.商業倫理 2.企業精神 3.文集
198.4907
君子學 / 周慶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後全球化思潮 ;
5) .-- ISBN 978-986-06437-0-1 (平裝)
1.道德 2.修身 3.中國文化 199

宗教類
總論
宗教學概論 = Introduction to religious
studies /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 (輔大宗教學叢書 ; 4) .-- ISBN 978986-522-764-7 (平裝) NT$350
1.宗教學 200

靈學與科學. 2 : 靈靈逍遙遊 覺性種
子的萌芽 / 余依陽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39-0 (平裝) NT$300
1.宗教與科學 2.靈修 200.16

宗教學
哲思世界 :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/
善住導師著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
鑼鄉 : 社團法人中華多聞宗佛學教
會, 11005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(零山
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98914-1-7 (第
12 冊:精裝)
1.宗教與哲學 210.11
迴旋宇宙. 2.下 : 時間門戶和靈魂切
面 / 朵洛莉絲.侃南(Dolores Cannon)
著 ; 林雨蒨, 張志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宇宙花園有限公司, 11004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(先驅意識 ; 15) .-ISBN 978-986-97340-8-0 ( 平 裝 )
NT$480
1.輪迴 2.催眠術 216.9

佛教
*獻給旅行者 365 日中華文化佛教寶
典 / 蔡孟樺主編 ; 星雲大師總監修 .- 二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(人間佛教讀本) .-- ISBN 978-957-457584-8 (平裝)
1.佛教 220
無為的宇宙法則 / 帥強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4-59-4 ( 平 裝 )
NT$250
1.佛教哲學 2.宇宙論 220.11
漢 傳佛教的 智慧生 活 / 聖嚴法師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11007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8-915-6 (平裝)
1.佛教 2.文集 220.7
隨佛行道. 第四輯 / 隨佛禪師
(Bhikkhu Vūpasama)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中華原始佛教會出版 : 原始佛
教內覺禪林發行, 11004 .-- 32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347-6-2 (平
裝)
1.佛教 2.文集 220.7
聖嚴研究. 第十四輯 : 聖嚴法師與禪
學研究 /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
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8-913-2 (平裝)
1.釋聖嚴 2.學術思想 3.佛教哲學 4.
文集 220.9208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
品 佛說阿彌陀經(合刊)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1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75-0-1 (經摺裝) NT$280
1.佛經 221
普賢菩薩經典 / 洪啟嵩主編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佛菩
薩經典 ; 3) .-- ISBN 978-986-98930-91 (平裝) NT$260
1.華嚴部 221.2
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/ 靈峰蕅益大師
要解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佛教蓮社,
11005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953-6-1 (平裝)
1.方等部 221.34
心經 68 個人生大智慧 / 花山勝友
著 .-- 三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6-801-0 (平
裝)
1.般若部 2.佛教修持 221.45
修行在红尘 : 维摩经六讲 / 圣严法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11007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修行在紅：維摩經六講 .-- ISBN 978957-598-917-0 (平裝)
1.經集部 221.72
占察善惡業報經玄義 / (明)智旭撰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48) .-- ISBN 978-986-5541-87-3
(平裝) NT$420
1.經集部 221.781
大佛頂首楞嚴經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
化出版社, 11004 .-- 338 面; 23 公分 .- (佛經系列 ; 34) .-- ISBN 978-98699181-9-0 (精裝)
1.密教部 221.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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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鬆讀懂大佛頂首楞嚴經 / 清淨筏
集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92 面; 21 公
分 .-- (信念 ; 44) .-- ISBN 978-9865488-52-9 (下冊:平裝) NT$400
1.密教部 221.94
瑜伽師地論 100 卷實修重點整理 /
林同啟, 梁崇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千出版社, 11006 .-- 冊 .-- (漢
傳次第 ; 11001) .-- ISBN 978-957-447361-8 (上冊:平裝) NT$480 .-- ISBN
978-957-447-362-5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480
1.瑜伽部 222.13
*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/ 徐醒民講 .-彰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11004 .- 31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7-48-8 (第 3 冊:平裝)
1.大乘論 2.佛教修持 222.14
明清<<因明入正理論>>珍稀注釋選
輯 / 陳帥, 簡凱廷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冊 .-- (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世
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叢刊 ; 6)(概論
叢 書 . 近 世 東 亞 佛 教 叢 刊 ; 14031404) .-- ISBN 978-957-457-585-5 (上
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57457-586-2 (下冊:平裝) NT$300
1.因明 2.注釋 222.14
明明祖師意 : <<大智度論>>的故事.
1 / 鳩摩羅什原著 ; 芳川語譯修訂 .-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36) .-- ISBN 978-986-5541-74-3
(平裝) NT$280
1.大乘釋經論 222.21
常行一直心 : <<大智度論>>的故事.
2 / 鳩摩羅什原著 ; 芳川語譯修訂 .-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37) .-- ISBN 978-986-5541-75-0
(平裝) NT$280
1.大乘釋經論 222.21
甘於淡泊 : 四分比丘尼戒講記 / 釋悟
因(Venerable Bhikshuni Wu Yin)作 ;
釋自祺, 金石翻譯譯 .-- 初版 .-- 嘉義
市 : 財團法人嘉義市安慧學苑教育
事務基 金會附 設香 光書鄉 出版社 ,
11005 .-- 592 面; 21 公分 .-- (香光叢
書. 法雨篇 ; 4) .-- ISBN 978-957-839759-0 (精裝)

1.佛教 2.戒律 3.比丘尼 4.四分律
223.23
善男子善女人 / 大愛行志工早會團
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出
版社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志
心慧語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413-18 (平裝) NT$250
224.51
橋流水不流 / 安卓伊作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安卓伊, 11006 .-- 170 面; 21 公
分 .-- (猜偈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438822-6 (平裝)
224.51
地球是一首詩 / 釋滿濟(徐鳳英)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普賢公益慈
善會, 11005 .-- 232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43-1-4 ( 平 裝 )
NT$280
224.512
日本眾佛解剖圖鑑 / 瓜生中作 ; 黃筱
涵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
出版社, 11006 .-- 159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7-678-9 ( 平 裝 )
NT$380
1.佛像 2.佛教藝術 3.日本 224.6
佛法綱要 : 四聖諦、六波羅蜜、四
弘誓願講記 / 聖嚴法師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07 .-- 1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18-7
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佛法簡要手冊 中觀論大意合刊 / 釋
覺開(惟力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, 11003 .-176 面; 21 公分 .-- (大乘叢書 ; B189)(覺開(惟力)法師佛學論叢 ; 1) .-ISBN 978-986-06094-1-7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正念練習 / 馬修.索科洛作 ; 黃春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版社, 11006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7-677-2 ( 平 裝 )
NT$380
1.佛教修持 2.禪定 225.72
神通 : 佛教神通學大觀 / 洪啟嵩著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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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51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29-4 (平
裝) NT$650
1.佛教修持 225.85

人 生 操 作 手 冊 = Journey of life
manual / Faline 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光行文化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41-1-3 ( 平 裝 )
NT$320
1.佛教修持 225.87
*正念擁抱大地 : 當我們觀想自己為
一棵樹... / 一行禪師(Thich Nhat Hanh)
著 ; 汪橋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自由
之丘文創事業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192 面; 19
公分 .-- (Inspirit ; 3) .-- ISBN 978-98698945-7-9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225.87
在殘酷的世界中挖掘生命的美好 :
一行禪師弟子教你利用正念,找到耐
挫與靜心的力量 / 提姆.戴斯蒙(Tim
Desmond)著 ; 盧思綸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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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人
生顧問 ; 420) .-- ISBN 978-957-138935-6 (平裝) NT$350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225.87
自學之道 : 星雲大師教你開啟自己
的斜槓人生 / 星雲大師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05-3326-2 ( 平 裝 )
NT$350
1.佛教修持 2.自主學習
225.87
菩薩在這裡 : 神州是菩薩的誕生地 /
陳福成著 .-- 臺北市 : 時英出版社,
11005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2-0-8 (平裝) NT$350
1.佛教修持 2.修身 225.87
*一個快樂的念佛人 / 念翼居士著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社團法人高雄市念
佛禪學會, 11004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 (念佛禪正法叢書 ; 95) .-- ISBN 978986-91188-5-9 (平裝)
1.淨土宗 2.佛教修持 226.52
此方淨土 : 果如法師<<三時繫念>>
開示 / 果如法師著 .-- 臺北市 : 祖師
禪林, 11005 .-- 624 面; 21 公分 .-- (精
進禪修 ; 13) .-- ISBN 978-986-993781-8 (平裝) NT$580
1.淨土宗 2.佛教修持 226.55
止觀禪 : 打開心門的鑰匙 / 釋果暉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11006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8-916-3 (平裝) NT$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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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禪宗 2.佛教修持

226.6

澄印禪學之生命倫理與現代價值 /
陳松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
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57-0
(平裝) NT$210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226.65
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 : 從
當代臺灣本土觀察視野的研究開展
及其綜合性解說 / 江燦騰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1-215-6 (精裝) NT$800
1.禪宗 2.佛教史 3.文集 4.東亞
226.68
解脫道口訣 : 我見我思 / 盧勝彥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般
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22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44-5 (平
裝) NT$260
1.密教部 2.佛教修持 226.9
心止師教. I, 第一部分 : 大圓滿龍欽
心髓共同外前行 / 巴楚仁波切著 ; 安
章珠巴活佛傳授 ; 金剛上師卓格多
傑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(Sunny 文庫 ; 146) .-- ISBN 978-9865541-85-9 (平裝) NT$40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心止師教. II, 第二部分 : 大圓滿龍欽
心髓不共內加行 / 巴楚仁波切著 ; 安
章珠巴活佛傳授 ; 金剛上師卓格多
傑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(Sunny 文庫 ; 147) .-- ISBN 978-9865541-86-6 (平裝) NT$40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加 措活佛正 念禪修 / 加措仁波切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74-8 (平裝)
NT$45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佛子行三十七頌講記 / 修印法師講
授 ; 無著賢菩薩造頌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金剛山般若學院, 11003 .-- 224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72-33 (平裝)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持明一零八片苦心 / 仁增塔欽仁波
切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持明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5147-3-7 (平裝)
1.藏傳佛教 2.佛教說法 226.96615

社, 11004 .-- 4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0990-9-7 (平裝) NT$450
1.基督教 2.聖經研究 241.0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81-6 (平
裝)
1.使徒行傳 2.聖經研究 241.66

細說藏傳佛教 : 雪域中的珍寶 / 姜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420 面; 21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145) .-- ISBN 978-9865541-84-2 (平裝) NT$520
1.藏傳佛教 226.968

聖經之美. 3 : 聖經新約書信文體的
選 讀 賞 析 = Selective reading and
appreci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
epistles / 周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出版社, 11005 .-- 4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45-7 (平裝)
1.聖經研究 241.01

高超之基督 : 希伯來書信息 / 陳尊德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橄欖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陳
尊德全集 ; 8) .-- ISBN 978-957-556901-3 (平裝)
1.希伯來書 2.聖經研究 241.784

十方三世 : 覺巴吉天頌恭祖師傳記 /
兼那.直貢林巴謝謝拉迥涅作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樂果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出版 : 台灣慧焰文化發行,
11005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(樂繽紛 ;
48) .-- 中藏對照 .-- ISBN 978-9579036-32-0 (精裝) NT$450
1.吉天頌恭 2.藏傳佛教 3.佛教傳記
226.969
日本佛教在基隆的創建與發展 / 葉
玉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
社, 11005 .-- 411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家
文史叢書 ; 160) .-- ISBN 978-957-361583-5 (平裝) NT$800
1.佛教史 2.日據時期 3.臺灣 228.33

道教
金丹講義 / 陳子石著作 ; 陳如麟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如麟,
11004 .-- 219 面; 25 公分 .-- (南宗陳
子石宗師叢書 ; 1) .-- ISBN 978-95743-8806-6 (平裝) NT$600
1.道教修鍊 235
悟真篇口義 / 陳子石著 ; 陳如麟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如麟,
11004 .-- 180 面; 25 公分 .-- (南宗陳
子石宗師叢書 ; 2) .-- ISBN 978-95743-8807-3 (平裝) NT$600
1.道教修鍊 235
金丹四百字合解 / 陳子石著作 ; 陳如
麟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如麟,
11004 .-- 163 面; 25 公分 .-- (南宗陳
子石宗師叢書 ; 3) .-- ISBN 978-95743-8808-0 (平裝) NT$600
1.道教修練 235.3

基督教
水落石出 : 聖經真相探討 / 林盈沼
著 .-- 新竹市 : 中華信義神學院出版

聖經之鑰 : 約書亞記-撒母耳記 =
Logos gateway / 徐坤靖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合一堂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
11005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824-3-9 (精裝)
1.約書亞記 2.撒母耳記 3.注釋
241.22
心的故事 : 撒母耳記上釋經講道 / 劉
志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
社, 11006 .-- 6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0-344-0 (精裝)
1.撒母耳記 2.聖經研究 241.25
當世界說不可能 : 透析尼希米如何
回應使命與異象 / 陳志宏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5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349-5 (平裝)
1.尼希米記 2.聖經研究 241.293
從耶利米哀歌看希伯來詩歌的詩節
結構 = The significance of "strophic
structure" in Hebrew Poetry with
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Book of
Lamentations / 李穎婷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
限公司出版 :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聖經
詮釋叢書 ; 7) .-- ISBN 978-986-613164-6 (平裝)
1.耶利米哀歌 2.希伯來書 3.聖詩 4.
格律 241.43
新約聖經導讀 : 跟隨福音的旅程 / 沙
邦 傑 (Étienne Charpentier), 布 耳 耐
(Régis Burnet)合著 ; 崔寶臣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光 啟 文 化 事 業 ,
11005 .-- 27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46-948-1 (平裝) NT$360
1.新約 2.聖經研究 241.5
新約十二使徒系列信息 : 耶穌的生
命傳承 / 戴文峻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戴文峻出版 : 社團法人桃園市時
兆研究社發行, 11004 .-- 111 面;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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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與試探 : 奧古斯丁的<<懺悔錄
>> / 陳斯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
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:
華宣出版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5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(古今之辯系列叢
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6131-65-3 (平
裝)
1.奧古斯丁(Augustine, Saint, Bishop of
Hippo, 354-430) 2.學術思想 3.神學
242
真光照耀 : 使人蒙福的真理 / 大衛.
庫克(David Cook)編著 ; 郭熙安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26-2-0 (平裝) NT$180
1.神學 242
這一刻,走進與聖靈為友的生活 : 成
為帶著神榮耀的人 / 大衛.迪加.赫南
德茲(David Diga Hernandez)著 ; 劉如
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恩出版社,
11004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7-314-7 (平裝)
1.基督教 2.聖靈 3.信仰 242.15
我見我聞的福音. 第十冊, 耶穌宣教
第二年. 丁 / 瑪利亞.華多達(Maria
Valtorta)著 ; 葛助民, 李莉, 許漢偉合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許漢偉,
11004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90-8 (精裝) NT$350
1.基督 2.天主教 3.靈修 242.2
當代基督十架 : 在 21 世紀重回救贖
的原點 / 斯托得(John Stott)作 ; 劉良
淑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
版社, 11005 .-- 512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795-8 (精裝)
1.神學 242.2
加里肋亞的瑪利亞. 第一部, 新約中
的聖母 / 柏特倫.博彼(Bertrand Buby)
著 ; 姜秋玲, 賴効忠譯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輔仁大學出版社, 11005 .-- 285
面; 22 公分 .-- (輔仁大學研究叢書 ;

230) .-- ISBN 978-986-0729-21-4 (平裝)
NT$350
1.聖母瑪利亞(Mary, Blessed Virgin,
Saint) 2.新約 3.聖經研究 242.291

NT$280 .-- ISBN 978-957-727-597-4
(第 4 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957-727-598-1 (全套:平裝) NT$1140
1.基督徒 2.信仰 244.9

書房, 11004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教
會建造叢書 ; EC022) .-- ISBN 978957-9209-73-1 (精裝)
1.教牧學 2.基督教 3.教會 245

復興禱告小組 : 30 天禱告手冊 / 楊
寧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
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藝術傳播
協會, 11004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98-7-3 ( 平 裝 )
NT$120
1.基督教 2.祈禱 244.3

台灣原住民族智慧語錄 / Sudu Tada
主編 .-- 臺北市 : 使徒出版社有限公
司出版 :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發
行, 11004 .-- 27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186-9-5 (平裝) NT$250
1.基督徒 2.靈修 3.格言 4.臺灣原住
民族 244.93

人生延長賽 / 鄭夙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
臺灣教會公報社, 11004 .-- 23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1-16-4 (平
裝)
1.基督徒 2.信仰 244.9

後疫情時代的真自由 : 舊約諸王給
我們的信仰教導 / 張德健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
光全人關懷機構, 11005 .-- 319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27-599-8 (平
裝) NT$450
1.基督徒 2.靈修 3.生命哲學 244.93

愛.實踐 : PCT 風采眺望. 2020 = Love
in actions : a profile of the PCT in 2020
/ 方嵐亭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
會公報社, 11004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21-15-7 ( 平 裝 )
NT$300
1.教牧學 245.6

每日小習慣 : 4 個每日習慣+4 個每
週習慣,創造與神同行的新生活 / 賈
斯汀.厄利(Justin Whitmel Earley)著 ;
劉卉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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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Soul 系列 ; 57) .-ISBN 978-986-06390-0-1 ( 平 裝 )
NT$330
1.基督徒 2.生活指導 3.靈修 244.9
為自己拚一場 / 班.卡森, 塞西爾.墨
菲著 ; 李成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69-23-5 (上冊:平裝)
NT$400 .-- ISBN 978-986-5569-24-2
(下冊:平裝) NT$360
1.卡森(Carson, Ben) 2.基督徒 3.基督
教傳記 244.9
為時不晚 : 察覺 7 種有跡可循的內
在 危 機 / 凱 瑞 . 紐 霍 夫 (Carey
Nieuwhof)作 ; 田育慈譯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個人
成長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410-1-1
(平裝) NT$320
1.基督徒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
244.9
乘風破浪 : 劉哲基日記詩 / 劉哲基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
教宇宙光全 人關懷 機構 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57-727-594-3 (第 1
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57727-595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.-ISBN 978-957-727-596-7 (第 3 冊:平裝)

神蹟的教訓 / 黃基甸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850-8-9 (平裝) NT$250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3
基督教靈修 / 王欣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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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420 面; 23
公分 .-- (信徒神學叢書 ; 34) .-- ISBN
978-957-556-900-6 (平裝)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3
*蒙福的人 = The blessed / 洪溫柔
著 .-- 臺南市 : 洪溫柔, 11004 .-- 3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618 (平裝)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3
清 心 守 候 的 女 人 / 肯 潔 琪 (Jackie
Kendall), 鍾黛比(Debby Jones)原著 ;
黃碧丹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基督教以琳書房, 11004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生活叢書 ; EL012) .-ISBN 978-957-9209-72-4 (精裝)
1.基督徒 2.靈修 3.女性 244.984

病床邊上的傳道實務 : 靈命的療護
保 惠 實 務 = Sickbed side preaching
practice : counseling of spiritual cure
and nurseing / 洪守志編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洪守志, 11005 .-- 351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57-8 (平
裝) NT$250
1.教牧學 2.醫療服務 245.8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本土意識與中
國觀 / 曾菀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
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, 11004 .-1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2-52-0 (平裝)
1.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2.基督教與中
國文化 3.意識型態 246.533
健康教會的四個堅持 / 王天佑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運國際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48-0-6 (精裝)
1.基督教 2.教會 3.教牧學 247
丹麥人在安東 / 鴻路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5 .-- 510 面; 21
公分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5540-38-8 (平裝) NT$620
1.傳教史 2.基督教傳記 3.中國
248.2

婚姻 /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原著 ;
姚金維翻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天主
教會新竹教區聖吉安娜生命維護中
心, 11004 .-- 52 面; 21 公分 .-- (HLI's
marriage education series 婚姻教育系
列) .-- ISBN 978-986-95589-2-1 (平裝)
NT$100
1.基督徒 2.婚姻 244.99

德蕾莎 / 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
格拉(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)文 ;
圖 娜 塔 莎 . 羅 森 伯 格 (Natascha
Rosenberg)圖 ; 游珮芸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不
點大夢想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35-854-9 (精裝) NT$350
1.德蕾莎(Teresa, Mother, 1910-1997) 2.
天主教傳記 3.通俗作品 249.9371

到處都是小教會 / 周榮輝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

*小德蘭的福傳靈修 / 曾慶導
(Augustine Tsang)著 ; 萬致華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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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
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, 11005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(活力福傳 ; V0001) .-ISBN 978-986-6036-69-9 ( 平 裝 )
NT$250
1.德蘭(Therese, de Lisieux, Saint, 18731897) 2.天主教傳記 3.靈修 249.942
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宗教與社會 4.
文集 272
天上聖母經.新詮 / 施勝台編著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施勝台出版 : 育德媽
祖同修會網站發行, 11007 .-- 30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47-9
(平裝)
1.民間信仰 2.媽祖 272.71

其他宗教
神話
一貫道藏. 史傳之部. 7. 白陽史紀 臺
灣. 三, 韓雨霖老前人 / 林榮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貫義理編輯
苑出版 : 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發
行, 11004 .-- 6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31-1-7 (精裝)
1.一貫道 271.6
大道義公正 / 天音播客傳真著作 .-初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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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道人
生系列叢書 ; HL006) .-- ISBN 978986-98877-6-2 (平裝)
1.民間信仰 271.9
宇宙神之舞 : 玄舞功 / 彌勒皇佛作 ;
決賢譯 .-- 臺北市 : 彌勒皇教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12 面; 22
公分 .-- (彌勒智庫) .-- ISBN 978-98606496-0-4 (平裝) NT$320
1.民間信仰 271.9
何謂「聽命辦事」的過來人 當今人
類的「十大奢侈品」 / 汪慈光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慈 光 出 版 社 ,
11004 .-- 29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3-111-9 (精裝)
1.民間信仰 271.9
*持齋 戒殺 放生 / 陳美宇編輯 .-- 臺
中市 : 寶德雜誌社, 11004 .-- 11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69-7-1
(平裝)
1.民間信仰 271.9
廣解無極皇母喚醒天經 / [鸞友雜誌
社]編輯委員會編輯 .-- 臺中市 : 鸞友
雜誌社, 11004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(經書類叢書 ; J020) .-- ISBN 978-98697087-6-0 (平裝)
1.民間信仰 271.9
臺 灣與各地 寺廟之 美 / 陳益源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里仁書局,
11004 .-- 62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753-6-6 (精裝) NT$1200

印度神話 : 超越想像的三千世界,奇
異而美麗的天竺奇境 / 楊怡爽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69-7 (平裝)
NT$350
1.神話 2.印度 283.71
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/ 朴始連著 ; 崔優
彬繪 ; 樊姍姍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6 面; 25
公分 .-- (漫畫神話故事) .-- ISBN 978957-658-541-8 (第 13 冊:平裝)
1.希臘神話 2.羅馬神話 3.漫畫
284.95
南美神話故事 / 王覺眠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神話誌 ; 8) .-ISBN 978-986-178-543-1 ( 平 裝 )
NT$250
1.神話 2.南美洲 285.6

術數；迷信
*中華傳統數術文化. 第十集 / 中華
宗教生命關懷推廣教育學會主編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
教育推廣學會, 11004 .-- 34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532-3-1 (平
裝) NT$450
1.術數 2.文集 290.7
星座美少女. 10, 逆轉時光的奇幻帽
針 /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; 萬漫慢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(小公主成長學園 ; CFF016) .-ISBN 978-986-301-998-5 ( 平 裝 )
NT$210
1.占星術 2.通俗作品 292.22
塔羅思維 / 孟小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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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Future ;
41) .-- ISBN 978-986-0734-30-0 (平裝)
NT$450
1.占卜 292.96
東方占星 : 靈姬紫占 / 靈姬文稿 .-新竹市 : 靈姬, 11004 .-- 1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14-1 (平裝)
1.紫微斗數 293.11
紫微斗數命學批示. 110 / 羅山雲總
編輯 .-- 南投縣中寮鄉 : 臺灣道教總
廟玄義宮, 11004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 (易經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976266-3 (平裝)
1.紫微斗數 293.11
吳教授開運陽宅風水 / 吳彰裕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米樂文化國際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432 面; 25 公分 .-- (吳
彰裕老師作品 ; 2) .-- ISBN 978-98606483-0-0 (精裝) NT$880
1.相宅 294.1
居家風水 百問百答 / 李建軍文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3-573-1 ( 平 裝 )
NT$450
1.相宅 294.1
盧恩符文占卜自學手冊 / 迪蕾妮雅.
黛薇絲(Delanea Davis)著 ; 謝明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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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65-8 (平
裝) NT$420
1.符咒 2.占卜 295.5
*靈符速成 / 三洞法師無吾真人匯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無極心想事成
工作室, 11004 .-- 77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1631-4-9 (平裝)
1.符咒 295.5
十三月亮曆法實踐書 : 2021.07.262022.07.25 / 陳盈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左西心創藝有限公司, 11006 .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65-1-3 (精裝)
1.曆法 2.預言 298.12

自然科學類
總論

解鎖尼的冷姿勢 / 尼胖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(Tomato ;
73) .-- ISBN 978-986-133-766-1 (平裝)
NT$340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0
你不問,還真不知道的為什麼 : BBC
生活科學講堂. 2 / BBC 知識國際中
文版作 ; 甘錫安, 高英哲, 劉子瑄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紅樹林出版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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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23 公分 .-- (Earth ; 16) .-- ISBN
978-986-97418-8-0 (平裝) NT$420
1.科學 2.問題集 302.2
我的 STEAM 遊戲書 : 數學動手讀 /
愛麗絲.詹姆斯(Alice James), 艾迪.雷
諾茲(Eddie Reynolds), 達倫.斯托巴特
(Darren Stobbart)作 ; 江坤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80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79-7 ( 精 裝 )
NT$450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303.4

失控!變異細菌入侵 / 熱血同盟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X 萬獸
探險隊特別篇) .-- ISBN 978-986-301999-2 (平裝) NT$28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
數學
速查!數學大百科事典 : 127 個公式、
定理、法則 / 蔵本貴文作 ; 黃鵬瑞
譯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2-668-3 (平裝) NT$480
1.數學 310
楓之谷數學神偷 / 宋道樹文 ; 徐正銀
圖 ; 劉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76 面;
25 公分 .-- (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
程) .-- ISBN 978-957-658-553-1 (第 18
冊:平裝)
1.數學 2.漫畫 310

科學媽媽和孩子們的生活探險 / 何
莉芳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60-6 (平
裝) NT$300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303.4

對數 : 不知不覺中,我們都用到了對
數!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賴貞秀
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80 面; 25 公
分 .-- (少年伽利略 ; 4) .-- ISBN 978986-461-242-0 (平裝) NT$250
1.對數 313.13

藏在蛋裡的科學 / 塞西樂.朱格拉, 傑
克.吉夏爾作 ; 羅鴻.西蒙繪 ; 陳怡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397-0 (精
裝) NT$300
1.蛋 2.科學實驗 3.通俗作品 303.4

微積分 / 吳舜堂, 洪春凰, 林建洲, 林
建仲, 林晶璟, 劉國安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278-9-5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
KURORO 太空學校. 1 : 動手做,跟
ARRC 一起打造火箭上太空! / 魏世
昕著 ; 迷母豐盛 Kuroro Team 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4 面; 30X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91-7 (精裝)
1.科學 2.火箭 3.通俗作品 307.9
出動!醫療機器人 / 熱血同盟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(X 萬獸探險隊特別篇) .-- ISBN 978986-301-997-8 (平裝) NT$28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
微積分 / Joel Hass, Christopher Heil,
Przemyslaw Bogacki, Maurice Weir,
George B. Thomas,Jr.原著 ; 王牧民,
吳裕振, 蔡聰明編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0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2858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
電腦資訊科學
*2022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/ 陳惠貞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790-2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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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電腦

312

人工智慧與法律挑戰 / 吳志宏, 蔡瓊
輝, 駱獻仁, 曾令燊, 陳詣翰, 蔡清欉,
廖 元 勳 , 黃 彥 男 , 陳 維 隆 , Eric
Hilgendorf, 陳俊榕, 劉暢, 川口浩一,
洪兆承, 張麗卿, 葛祥林, 松尾剛行,
Maria W. Chee, 王紀軒, 溫祖德, 江溯,
蕭奕弘, 張凱鑫, 陳月端, 范姜真媺,
王服清, 陳正根, 徐珮菱, 陳弘益, 楊
岳平合著 ; 張麗卿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67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工智慧法律國
際研究基金會叢書) .-- ISBN 978-957511-527-2 (平裝) NT$780
1.資訊法規 2.人工智慧 3.文集
312.023
*ITIA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國際研
討會論文集. 2021 = ITIA International
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
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. 2021 / 臺北
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作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, 11004 .-- 2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197-106 (平裝) NT$500
1.資訊技術 2.資訊管理 3.資訊服務
業 4.文集 312.07
快速學會 Google 全新體驗 / 林佳生
作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 11005 .-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25-3-9 (平裝)
1.網際網路 2.搜尋引擎 312.1653
HTML+CSS 網頁版面設計 : 輕鬆寫
語法.快速修版型 / 郭嘉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0-528-3 ( 平 裝 )
NT$560
1.HTML(文件標記語言) 2.CSS(電腦
程式語言) 3.網頁設計 4.全球資訊網
312.1695
WordPress 架站的 12 堂課 : 網域申
請 x 架設 x 佈景主題 x 廣告申請(5.x
增訂版) / 張正麒, 何敏煌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05-3 (平裝)
1.部落格 2.網際網路 312.1695
善用 UX 來提升 UU : 打造滿足新手
和專家的 UI / 余虹儀著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4 .-192 面; 23 公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

系列書) .-- ISBN 978-986-434-758-2
(平裝)
1.網頁設計 312.1695
程式設計可以做什麼? / 村井純, 佐
藤雅明監修 ; 林巍翰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31-9 (平裝) NT$330
1.電腦程式設計 2.通俗作品 312.2
快速學會 Visual Basic / 林義証, 松橋
工作室作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
11005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25-5-3 (平裝)
1.BASI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B3
30 個範例學會 C++ : 由基礎到專業
的養成教材 / 彭建文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42-0 (平裝附光碟片)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AI 世代 : 高中生都能輕鬆搞懂的運
算思維與演算法 : 使用 C++ / 吳燦銘
著 ; ZCT 策劃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599 (平裝) NT$420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C++全方位學習 / 古頤榛著 .-- 修訂
四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58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802-2 (平裝)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C 程式語言設計寶典 / 洪志維作 .-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6 .-- 3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73-7
(平裝)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從零開始學 Visual C# 2019 程式設計
/ 李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8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71-1 (平
裝) NT$600
1.C#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
11004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iT 邦幫
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ISBN 978-986434-757-5 (平裝)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2.物件導
向程式 312.32J36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1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70-4 (平
裝) NT$550
1.ACCESS(電腦程式) 2.EXCEL(電腦
程式) 312.49A42

Python 自學聖經 : 從程式素人到開
發強者的技術與實戰大全! / 文淵閣
工作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
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7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06-0
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
一圖入魂最強 Excel 簡報視覺 : 讓圖
自己跳出來,1 秒內看到重點! / 龍逸
凡, 王冰雪作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64-26-1 ( 平 裝 )
NT$300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
Python 資料可視化攻略 / 小久保奈
都弥著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03-9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
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
術 : Excel+Tableau 成功晉升資料分
析師 / 彭其捷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756-8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
Python 零基礎入門班 : 一次打好程
式設計、運算思維與邏輯訓練基本
功! / 鄧文淵總監製 ; 文淵閣工作室
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19-0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
SolidWorks 2021 實戰演練. 進階篇 /
陳俊鴻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
11005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15-468-3 (平裝)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S678

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: Python 程式
實作 / 張元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3-743-7 (平裝附光碟片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
精通 SolidWorks. 2021, 進階篇 / 周曉
龍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06 .-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141-2 (平裝)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S678

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/ 陳俊榮編著 .-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19-2 (平裝)
1.組合語言 312.33

iOS App 程式開發實務攻略 : 快速精
通 iOS 14 程式設計 / Simon Ng 著 ;
王豪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53-7 (平
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.行動
資訊 312.52

ODF 軟體應用基礎 / 劉千鳳作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造橋鄉 : 廣亞學校財團
法人育達科技大學, 11004 .-- 1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911-82-9
(平裝)
1.電腦軟體 312.49

Java 程式設計寶典 / 陳明編著 .-- 新
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6 .-- 63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70-6 (平
裝)
1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J3

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
教本. 2021 版 / 林文恭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95-7 (平裝)
1.電腦軟體 2.問題集 312.49022

JS 核心剖析 : 透過圖像帶你一窺
JavaScript 真實樣貌 / 蔡木景著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
資 料 庫 系 統 管 理 與 實 作 :
Access+Excel 商務應用(2016/2019) /
李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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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oT 物聯網應用 : 使用 ESP32 與
Arduino C 程式語言 / 尤濬哲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249-8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.物聯
網 312.52
雲端視覺化 Android APP 技術開發
設計寶典 / 孫惠民作 .-- 新北市 : 經
瑋文化, 11006 .-- 54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615-471-3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52

寫 App 玩轉物理實驗 / 李冠杰, 蔡秉
修, 陳昱錩, 王瀅瑄, 邱致銓, 洪耀正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753-6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52

嵌入式網路處理器安全系統建置設
計寶典 / 鄭伯炤, 曹爾凱, 鄭雅文作 .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6 .-- 3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72-0
(平裝)
1.資訊安全 2.電腦網路 312.76

快速學會 Windows 影音、相片、生
活、娛樂 / 林佳生作 .-- 新北市 : 知
果文化, 11005 .-- 25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25-4-6 (平裝)
1.WINDOWS(電腦程式) 2.作業系統
312.53

圖 解密碼學 與資訊安 全 / 余顯強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14-2 (平
裝) NT$300
1.資訊安全 2.密碼學 312.76

Ubuntu 20 管理入門與實作 / 王進德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4-783-4 ( 平 裝 )
NT$500
1.作業系統 312.54

Maya 動畫材質武功祕笈 / 馬奇克數
位工作室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
11006 .-- 24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0-140-5 (平裝附光碟片)
1.MAYA(電腦程式) 2.電腦動畫
312.8

輕課程 AI 學習入門神器 : 使用威盛
VIA Pixetto Blocks 打造 AI 教室 / 李
俊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39-9 (平
裝)
1.人工智慧 312.83

矽谷工程師教你 Kubernetes : 史上最
全 CI/CD 中文應用指南 / 邱宏瑋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4-755-1 ( 平 裝 )
NT$500
1.作業系統 2.軟體研發 312.54

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
Unity 程式設計教材 / 盛介中著 .-- 初
版 .-- 苗 栗 縣 竹 南 鎮 : 盛 介 中 ,
11004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04-2 (平裝) NT$250
1.電腦遊戲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8

500 個必問題 : 深度學習 AI 頂尖企
業面試實況 / 談繼勇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1-93-8 (平裝) NT$880
1.機器學習 2.神經網路 312.831

從入門到運用掌握 After Effects CC
動態圖像設計 : 剖析 AE MG 動態圖
像 設計常用 的製作案 例 / 吳信成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27-6 (平
裝) NT$590
1.多媒體 2.數位影音處理 3.電腦動
畫 312.8

機器學習 : 彩色圖解+基礎數學篇
+Python 實作 / 洪錦魁著 .-- 第二版 .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1-96-9 (平裝) NT$600
1.機器學習 312.831

超前部署企業雲.非懂不可 : 最強圖
解虛擬化,OPENSTACK 企業雲一日
即成 / 羅偉立, 楊文智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0-525-2 (平裝) NT$680
1.作業系統 2.虛擬實境 312.54
練核心從裡強到外 : 全面了解 Linux
基礎架構 / 笨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8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1-92-1 (平裝) NT$1000
1.作業系統 312.54
資料庫結構化語言 / 邱筱雅作 .-- 初
版 .-- [ 苗 栗 縣 竹 南 鎮 ] : 邱 筱 雅 ,
11004 .-- 300 面; 15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09-7 (平裝) NT$300
1.關聯式資料庫 2.資料庫管理系統
3.SQL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7565
Windows APT Warfare : 惡意程式前
線戰術指南 / 馬聖豪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54-4 (平裝) NT$580
1.資訊安全 312.76

遊戲設計的藝術 : 架構世界、開發
介面、創造體驗,聚焦遊戲設計與製
作的手法與原理 / 傑西.謝爾(Jesse
Schell)作 ; 盧靜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大家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5 .-- 528 面 ; 26 公 分 .-(better ; 74) .-- ISBN 978-986-5562-076 (平裝)
1.電腦遊戲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8
人工智慧大現場. 實用篇 : 35 天從入
門到完成專案 / 黃義軒, 王振濃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782-7 ( 平 裝 )
NT$620
1.人工智慧 312.83
從來沒有這麼明白過 : TensorFlow
上車就學會 / 李錫涵, 李卓桓, 朱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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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1-94-5 (平裝)
NT$690
1.人工智慧 312.83
智慧客戶服務技術與應用 / 朱頻頻
編著 ; 劉國有, 侯佳利編譯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45-0 (平裝)
1.人工智慧 2.顧客服務 312.83

機 器 學 習 設 計 模 式 / Valliappa
Lakshmanan, Sara Robinson, Michael
Munn 原著 ; 賴屹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88-9 (平裝)
1.機器學習 312.831
電腦與人腦 : 現代電腦架構之父馮
紐曼的腦科學講義 / 馮紐曼著 ; 廖晨
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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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
272) .-- ISBN 978-986-262-471-5 (平裝)
NT$350
1.電腦科學 2.腦部 3.神經學 312.9
單體式系統到微服務 / Sam Newman
著 ; 陳慕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046 (平裝)

1.電腦網路 2.系統架構

312.9165

快速學會 倉頡輸入法 / 數位內容工
作 室 作 .-- 新 北 市 : 知 果 文 化 ,
11004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25-2-2 (平裝)
1.輸入法 312.929T7

ISBN 978-986-06204-3-6 ( 平 裝 )
NT$450
1.全球氣候變遷 2.地球暖化 3.環境
保護 4.環境經濟 328.8018

極度巔峰 Adobe Substance 3D : 遊戲
設計 3D 建模技術實戰 / 白乃遠, 陳
冠鵬, 黃文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0-529-0 (平裝) NT$699
1.電腦繪圖 2.電腦圖像處理 3.電腦
遊戲 312.986

都市的夏天為什麼愈來愈熱? : 圖解
都市熱島現象與退燒策略 / 林子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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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(科學新視野 ; 172) .-ISBN 978-986-0734-27-0 ( 平 裝 )
NT$350
1.氣候變遷 2.環境保護 3.綠建築
328.8018

天文學

物理

銀河系中萬眾矚目的太陽 : 生命之
源 / 史塔奇.麥卡諾提(Stacy McAnulty)
作 ; 史蒂芬.路易斯(Stevie Lewis)繪 ;
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銀河文
化, 11005 .-- 40 面; 26X26 公分 .-- (銀
河學 ; 9) .-- ISBN 978-986-99550-7-2
(精裝) NT$320
1.太陽 2.繪本 323.7

物理 / 張振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726-5 (平裝) NT$300
1.物理學 330

平行宇宙 : 穿越創世、高維空間和
宇 宙 未 來 之 旅 / 加 來 道 雄 (Michio
Kaku)著 ; 伍義生, 包新周譯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08-6-9 (平裝)
NT$550
1.宇宙論 323.9
外星人傳奇. 首部 : 不明飛行物與逆
向工程 / 廖日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50-5 (平裝) NT$480
1.外星人 2.不明飛行體 3.逆向工程
326.9
外星人圖鑑 : 星際聯盟時代必學外
星人族辨識力 / 吉米斯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大喜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星際時代 ;
STA11001) .-- ISBN 978-986-99109-6-5
(平裝) NT$480
1.外星人 2.圖錄 326.96
氣 候 騙 局 / 比 約 恩 . 隆 堡 (Bjorn
Lomborg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
文化, 11005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

我的第一本相對論 / 沙達德.凱德-薩
拉.費隆(Sheddad Kaid-Salah Ferrón)文
字 ; 愛 德 華 . 阿 爾 塔 里 巴 (Eduard
Altarriba)繪圖 ; 朱慶琪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6 面; 29X29 公分 .-- (科學
+) .-- ISBN 978-957-14-7195-2 (精裝)
1.相對論 2.通俗作品 331.2
統一場論 / 胡萬炯著 .-- 增訂四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47-5 (平裝) NT$200
1.統一場論 331.42
物理數學 / 柯景元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滄海書局, 11006 .-- 63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63-128-6 (平裝)
1.物理數學 2.問題集 331.5022
功-能原理 / 周鑑恆著 .-- 初版 .-- [新
北市] : 海峽前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717-7-4 (平裝) NT$350
1.力學 2.阻力 3.能量 332
研究所講重點(電磁學與電磁波的理
論及應用) / 李長綱編著 .-- 十七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66-6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700
1.電磁學 2.電磁波 338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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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
化學就是這麼簡單 / 拉法艾拉.克雷
先茨(Raffaella Crescenzi), 羅伯托.文
森茨(Roberto Vincenzi)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Style ; 50) .-ISBN 978-986-0742-01-5 ( 平 裝 )
NT$340
1.化學 2.通俗作品 340
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 / 桑德拉.凱因
斯作 ; 蕭寶森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9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2-32-7 (平裝) NT$480
1.香精油 2.調和分析 3.芳香療法
346.71
有機化學實驗 / 連經憶, 廖文昌編
著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22-7
(平裝) NT$400
1.有機化學 2.化學實驗 347.9

地質學
有趣到睡不著的地球科學 : 變成化
石沒那麼簡單 / 左卷健男著 ; 陳朕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出版,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39-3-1 (平裝) NT$360
1.地球科學 2.通俗作品 350
臺 灣 濕 地 學 . 人 卷 = Taiwanese
wetlands / 林幸助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竹縣竹北市 :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
會, 11005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25-2-1 (平裝) NT$500
1.溼地 2.文集 3.臺灣 351.6807
天使的藍眼淚 / 阿德蝸文 ; SEVEN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(阿德蝸的海洋學堂 ; 5) .-- ISBN 978986-5581-09-1 (平裝) NT$280
1.海洋學 2.通俗作品 351.908
恐龍大百科 / John Woodward 作 ; 黃
彼得翻譯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明山書
局, 11007 .-- 208 面; 31 公分 .-- (大百
科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6384-42-4
(精裝) NT$950
1.爬蟲類化石 2.通俗作品 359.574

恐龍最強王圖鑑 / 實吉達郎監修 ; 松
原由幸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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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43-789-6 (平裝)
1.爬蟲類化石 2.通俗作品 359.574

生物學
意識是生命遙控器 : 認識念力覺醒
與宇宙真相 = Consciousness is life's
remote controller : discover and
understand mindpower awakening and
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/ Andy Shih(施
岳志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念
力覺醒生命文化推廣協會, 11004 .-2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33-0-5 (平裝) NT$500
1.生命科學 2.宇宙論 360
圖解生物學 / 大石正道作 ; 蕭雲菁
譯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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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08 面 ; 21 公 分 .-(Knowledge base 系列 ; 104) .-- ISBN
978-986-480-150-3 (平裝) NT$320
1.生命科學 361
運動高手鍛鍊機 / 日本小學館編輯
撰文 ; 藤子.F.不二雄漫畫 ; 黃薇嬪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哆啦 A 夢科學任意門 ;
21) .-- ISBN 978-957-32-9109-1 (平裝)
NT$280
1.生物力學 2.漫畫 361.72
達爾文 / 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
格拉(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)文 ;
馬克.霍夫曼(Mark Hoffmann)圖 ; 張
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 面;
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夢想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35-851-8 (精裝)
NT$350
1.達爾文(Darwin, Charles, 1809-1882)
2.傳記 3.演化論 4.通俗作品 362.1
圖解遺傳學 / 黃介辰, 馮兆康, 張一
岑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55-5 (平
裝) NT$300
1.遺傳學 363

黑熊學校 / 陳芃樺圖.文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(iDraw ;
14) .-- ISBN 978-986-5488-44-4 (精裝)
NT$320
1.自然保育 2.環境保護 3.臺灣 367
台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. 第十二屆 :
論文摘要集 = The 12th symposium on
Taiwan wetland ecosystem / 方偉達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社團
法人台灣濕地學會, 11005 .-- 107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5-0-7
(平裝)
1.溼地 2.生態保育區 3.文集 4.臺灣
367.831407

植物學
世界植物圖鑑大百科 / Young 編著 .- 新北市 :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76 面; 27 公分 .-- (知識圖
鑑百科 ; 11) .-- ISBN 978-986-065100-3 (平裝) NT$380
1.植物圖鑑 375.2
都會野花野草圖鑑(增訂版) / 鍾明哲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(台灣自然圖鑑 ; 50) .-- ISBN 978-9865582-59-3 (平裝) NT$690
1.種子植物 2.雜草 3.植物圖鑑 4.臺
灣 377.025
臺灣豆科植物圖鑑 / 葉茂生, 曾彥學,
王秋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4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758-6 (精裝) NT$1000
1.雙子葉植物 2.臺灣 377.22
苔玉苔蘚養植專書 / Green Scape 監
修 ; 劉姍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和平國際文 化有限 公司 , 11006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286-2 (平裝)
1.苔蘚植物 2.園藝 3.盆栽 378.2

動物學
我的 STEAM 圖鑑書 : 動物 / Fun
House 師資團隊策劃 ; 江淑燕, 黃瀞
瑩文稿.圖片整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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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480 面; 19X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5-12-4 (精裝)
1.動物 2.通俗作品 380
昆蟲最強王圖鑑 / 篠原かをり監修 ;
児玉智則繪圖 ; 劉姍珊譯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3-790-2 (平裝)
1.昆蟲 2.通俗作品 387.7
蝴蝶熱 : 一段追尋美與蛻變的科學
自然史 / 蘿賽(Sharman Apt Russell)
著 ; 張琰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
鷹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貓頭鷹
書房 ; 217) .-- ISBN 978-986-262-4708 (平裝) NT$360
1.蝴蝶 387.793
野貓的研究 / 伊澤雅子文 ; 平出衛
圖 ; 鄭明進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
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48 面 ; 25 公 分 .-- ( 知 識 繪 本 ;
AKP021R) .-- ISBN 978-986-5566-48-7
(精裝) NT$320
1.貓 2.哺乳動物 3.通俗作品
389.818

人類學
肌肉解剖、功能與測試全書 / 克勞
斯.彼得.瓦列里烏斯作 ; 黃崇舜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
11006 .-- 42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7-675-8 (平裝) NT$980
1.人體解剖學 2.肌肉 394.28
臺灣腦組織資源聯盟建置策略 =
Master plan for establishing Taiwan
Brain Resource Consortium / 論壇「臺
灣腦組織資源聯盟建置策略」委員
會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財團
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; 臺北市 : 衛生
福利部, 11005 .-- 9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9-26-9 ( 平 裝 )
NT$250
1.神經解剖學 2.中樞神經系統
394.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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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, 安德麗雅.拉格絲
(Andrea Lages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靛藍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9-6-5
(平裝) NT$580
1.腦部 2.神經學 394.911
腦科專家教你從大腦看透人心 / 李
相泫著 ; 譚妮如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Orange Life ; 16) .-ISBN 978-986-99846-3-8 (平裝)
1.腦部 2.神經生理學 394.911
解剖生理學總複習 : 心智圖解析 / 莊
禮聰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
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721-0 (平裝) NT$425
1.人體解剖學 2.人體生理學 397

應用科學類
醫藥
健康產業創意與創新 / 林為森, 張碩
芳, 羅萱, 孫自宜, 李宏夫, 林指宏, 郭
彥宏編著 ; 許桂樹總編纂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0-725-8 ( 平 裝 )
NT$250
1.健康醫療業 2.健康照護 3.創意
410.1655
恐怖醫學史 : 愛吃睪酮的甘迺迪、
雙胞胎縫成連體嬰、被毒死的莫札
特?揭開那些歷史上沒人敢說出的暗
黑真相 / 李載澹作 ; 黃莞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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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4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
10) .-- ISBN 978-986-289-560-3 (平裝)
NT$450
1.醫學史 2.通俗作品 410.9
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一甲子 / 黃思誠,
蔡明賢, 蘇聰賢, 李茂盛, 楊友仕, 蔡
鴻德, 謝卿宏, 何弘能, 郭宗正, 黃閔
照, 黃建霈執行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婦產科醫學會, 11005 .-- 3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7040-46 (精裝) NT$1500
1.臺灣婦產科醫學會 2.醫學史 3.婦
產科 4.臺灣 410.933
太陽醫生 : 更免疫、更年輕、更聰
明、更長壽、更苗條的陽光療法 /

林慶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32 面; 23 公分 .-- (身體文化 ; 166) .- ISBN 978-957-13-8976-9 ( 平 裝 )
NT$320
1.健康法 411.1
身體喜歡這樣工作 : 日本醫學權威
日日實踐的身體使用祕訣,讓你從此
不瞎忙、不加班、不倦怠,提升工作
效率! / 小林弘幸著 ; 李友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出版 : 方言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79-1-4 (平裝) NT$350
1.健康法 2.自主神經 411.1
放鬆、舒壓,365 天的休養書 : 給身
心疲憊的你一劑暖暖療癒術 / 小池
弘人著 ; 朝野ペコ插畫 ; 楊鈺儀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18
公分 .-- (身體文化 ; 165) .-- ISBN
978-957-13-8969-1 (平裝) NT$400
1.健康法 2.疲勞 411.1
再來一點.懶人瑜伽. 2 : (漫畫解剖)
全新 21 式!懶懶做就超有效的宅瑜
伽+肌力訓練,拯救你的自律神經失
調 / 崎田美菜著 ; 劉亭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89-475-8 ( 平 裝 )
NT$300
1.瑜伽 411.15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Care ; 69) .-- ISBN 978-9865549-95-4 (平裝) NT$320
1.健腦法 2.生活指導 411.19
*令人大感意外的脂肪 : 為什麼奶油、
肉類、乳酪應該是健康飲食 / 妮娜.
泰柯茲(Nina Teicholz)著 ; 王奕婷譯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(醫藥新
知 ; 4015) .-- ISBN 978-986-06425-1-3
(平裝) NT$500
1.營養學 2.健康飲食 411.3
抗癌天然食物診斷書 / 常律法師編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慈音雜誌社,
11004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正德叢
書) .-- ISBN 978-986-99603-1-1 (平裝)
1.營養 2.健康飲食 3.癌症 411.3
松樹皮舒緩代謝症候群 : 新一代營
養補充品 / 呂鋒洲, 顏永仁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元氣齋出版社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食
療系列 ; 119) .-- ISBN 978-986-987595-0 (平裝) NT$250
1.健康食品 2.營養 411.3
健康食物食療功效 / 陳進明, 李克成,
蕭千祐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67-0
(平裝) NT$450
1.健康飲食 2.營養 3.食療 411.3

瘦身排毒美人瑜伽 / 矯林江, 丹丹
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70-0 (平裝)
NT$450
1.瑜伽 2.經絡 3.減重 411.15

餐桌上的蔬菜百科 / 潘瑋翔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司發行, 11005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8-674-0 ( 平 裝 )
NT$520
1.食物 2.果菜類 3.食譜 411.3

十二週見效、一生受用的健腦計畫
書 / 桑賈伊.古普塔(Sanjay Gupta)著 ;
張瓊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出
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29-4-3 (平裝) NT$440
1.健腦法 2.腦部 3.神經生理學
411.19

運動的喜悅 : 運動如何幫助我們找
到快樂、希望、連結與勇氣 / 凱莉.
麥高尼格(Kelly McGonigal)著 ; 劉奕
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09-7 (平
裝) NT$380
1.運動健康 2.運動心理 411.7

告別失智的大腦活化術 : 8 項技法
x20 項大腦運動,讓你輕鬆鍛鍊腦力、
預防退化，開啟永智人生 / 林錦堂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
拉筋伸展解剖書 / 克雷格.蘭姆齊
(Craig Ramsay)作 ; 賴孟怡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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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

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6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56-2 (平裝)
NT$400
1.運動健康 411.71
不疲勞的身體 : 治療百萬人「神之
手」的關節伸展操 / 酒井慎太郎著 ;
吳羽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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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38-6 (平裝) NT$380
1.運動健康 2.放鬆運動 411.711
秒睡、好睡,365 天的愛睏書 : 給高
敏感的你一帖幸福處方箋 / 蘆澤裕
子監修 ; 土屋未久插畫 ; 楊鈺儀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18
公分 .-- (身體文化 ; 164) .-- ISBN
978-957-13-8886-1 (平裝) NT$380
1.睡眠 2.健康法 411.77
14/10 斷食減重計畫 / 珍妮特.海德
(Jeannette Hyde)著 ; 吳煒聲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102-2 ( 平 裝 )
NT$360
1.減重 2.斷食療法 411.94
原來減重跟你想的不一樣 / 陳欣湄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Happy body ; 189) .-- ISBN 978-986136-582-4 (平裝) NT$320
1.減重 2.肥胖症 411.94
體脂肪 : 全面認識「體脂肪」,從飲
食、運動打擊頑強脂肪! / 土田隆著 ;
藍嘉楹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3 公
分 .-- (知的! ; 176) .-- ISBN 978-9865582-68-5 (平裝) NT$350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3.運動健康
411.94
台 灣 平 民 的 戰 爭 求 生 手 冊 = War
survival handbook for Taiwanese
civilians / 林凱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林凱斌, 11004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非官方版 .-- ISBN 978-957-438773-1 (平裝) NT$350
1.求生術 2.戰爭 3.手冊 411.96
公共衛生新思維 / 張耕維著 .-- 第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44-198-6 (平裝)
1.公共衛生 2.文集 412.07
美容法律案例解析. 醫事法篇 / 邱創
智, 孫郁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邱
創智, 11005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89-2 ( 平 裝 )
NT$400
1.醫事法規 2.美容業 412.21
餐飲衛生與安全 / 李民賢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2-749-4 (平裝) NT$175
1.食品衛生管理 2.餐飲管理 412.25
流行病學 / 黃彬芳, 陳美伶編著 .-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27-2 (平
裝) NT$445
1.流行病學 412.4
登革熱/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 =
Guidelines for Dengue/Chikungunya
Control /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 .- 第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
疾病管制署, 11004 .-- 112 面; 19 公
分 .-- (防疫學苑系列) .-- ISBN 978986-5469-24-5 (平裝) NT$200
1.登革熱 2.屈公病 3.蚊病媒 4.病媒
防制 5.手冊 412.4923026
人因工程管理系統與檢核研究 =
Development of ergonomics checklist
and risk management system / 杜珮君,
李永輝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46-6 (平裝) NT$35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災害 412.53
戶 外 作業 通風 散熱 衣 之探討 = A
study on ventilating and cooling coats
for outdoor workplaces / 王順志, 莊侑
哲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95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367 (平裝) NT$2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中高齡及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輔具資
源認知分析硏究 = Redesign assistive
aids for middle-aged and senior citizens
resource cognitive analysis research / 徐
雅媛, 歐陽昆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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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43-5 (平裝) NT$200
1.勞工安全 2.職業衛生 3.高齡勞工
412.53
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研究 =
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
employment for middle-aged and senior
citizens / 徐雅媛, 崔曉倩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243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55-8 ( 平 裝 )
NT$500
1.勞工就業 2.高齡勞工 412.53
列管烷類碳氫化合物之同分異構物
危害暴露風險評估研究 = A study of
hazardous exposure risk assessment of
regulated
alkane
hydrocarbon
compounds' isomers / 陳成裕, 劉宏信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73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602 (平裝) NT$3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我國工作環境暴露石綿之勞工長期
追蹤調查計畫. III = Investigation and
cohort study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
among workers exposed to asbestos. III /
潘致弘, 白其卉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2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68-8 (平裝) NT$5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我國中高齡工作者職場處境調查 :
企業中高齡友善文化、工作者心理
安全感及心理健康之探討 = A study
on
employee-friendly
workplace
culture,job security,and mental health of
the middle-aged and elderly / 胡佩怡,
蕭晴惠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3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54-1 (平裝) NT$350
1.勞工就業 2.高齡勞工 412.53
作業環境有害物智慧監測系統推廣
計畫. II = Research of promotion of
smart monitoring system of hazardous
substances in the workplace. II / 鄭乃云,
陳均衡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62-6 (平裝) NT$3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
作業環境勞工暴露溴丙烷採樣分析
參考方法開發 = Sampling and analysis
methods
of
1-bromopropane
at
workplace / 陳正堯, 林瑜雯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
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7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34-3 (平裝)
NT$15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高氣溫對作物栽培勞動人員熱危害
暴 露 調 查 = Investigation on the
thermal hazard of high temperature to
crop cultivation workers / 陳信宏, 李旻
軒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9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350 (平裝) NT$2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電影電視從業人員現場設施改善輔
導與成果推廣應用研究 = Research of
on-site facilities improvement guidance
and promotion of application of results
for worker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/ 陳旺
儀, 楊芸蘋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
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,
11006 .-- 24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52-7 (平裝) NT$300
1.勞工安全 2.職業衛生 412.53
照顧服務員使用工作輔具作業教育
訓 練 數 位 教 材 編 輯 製 作 = Digital
materials of using assistive technology
by nurse assistants / 劉立文, 陳慶忠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8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596 (平裝) NT$350
1.勞工安全 2.職業衛生 3.教材
412.53
應用生物力學試驗調查勞工下背累
積負荷之情形 = The workload and
biomechanical evaluation of lower back
for worksrs / 陳信宏, 邱敏綺, 吳欣潔,
羅宜文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0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37-4 (平裝) NT$150
1.勞工衛生 2.勞工傷害 412.53
職業衛生概論 / 魏榮男, 蕭景祥, 鄭
世岳, 李金泉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717-3 (平裝)

1.職業衛生

412.53

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 : 健保改革日記
2.0 / 李伯璋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衛生
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 險署 , 11004 .-7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9-20-7 (平裝) NT$700
1.全民健康保險 412.56
五運六氣 : 黃帝內經天文曆法基礎
知識 / 田合祿, 王卿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02 面; 21 公分 .-- (中醫保
健站 ; 99) .-- ISBN 978-986-346-331-3
(平裝) NT$350
1.內經 2.中醫理論 3.陰陽五行
413.1
七情掛心 : 迷雲遮慧月 / 溫嬪容著 .- [臺北市] : 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774-4-5 (平裝) NT$350
1.中醫 2.養生 3.保健常識 413.21
元天中醫養生專輯. 夏季篇 / 莊昭龍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天中醫診所,
11004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99-1-2 (平裝) NT$200
1.中醫 2.養生 3.健康法 413.21
治療 16 種上火發熱症 / 武國忠著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34-0-3 ( 平 裝 )
NT$430
1.中醫 2.食療 3.健康法 413.21
脈診科學與十二經絡 : 寫給醫護人
員看的中醫書 / 周泳臣著 .-- 修訂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7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30-0-7 ( 平 裝 )
NT$350
1.脈診 2.十二經脈 413.2441
陳朝龍象限檢痛法 : 30 種常見痠痛
的自我理療法 / 陳朝龍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山谷文
化教育協會, 11006 .-- 18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685-1-1 (平裝)
NT$350
1.中醫治療學 2.骨傷科 413.42
奇正縱橫明經絡 / 丁宇, 方芳, 李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7 面; 21 公分 .- (中醫保健站 ; 100) .-- ISBN 978986-346-332-0 (平裝) NT$330
1.經絡 2.經穴 3.健康法 413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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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2 個穴位對症按摩 / 陳飛松, 溫玉
波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08-8-4 (平
裝) NT$450
1.按摩 2.經穴 413.92
牛樟芝的神奇療效 : 保肝抗癌的台
灣森林奇蹟 / 張東柱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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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商周
養生館 ; 18X) .-- ISBN 978-986-073414-0 (平裝) NT$260
1.靈芝 414.34
老中醫教你單味中藥去心火 / 謝文
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
出版社, 11006 .-- 317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051-7-9 ( 平 裝 )
NT$330
1.單方 2.中藥方劑學 3.食療 414.65
醫師必讀的實務鐵則 : 診療要點與
顛覆醫學迷思 / Rober B. Taylor 原著 ;
施子評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
書出版社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8-395-7 (平裝)
1.臨床醫學 2.家庭醫學 3.內科 4.急
診醫學 415
臨床試驗的統計設計與分析 : 原則
與方法 / Weichung Joe Shih, Joseph
Aisner 著 ; 施維中,許根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 11005 .-224 面; 26 公分 .-- (醫療衛生 ; 1) .-ISBN 978-986-06430-0-8 ( 平 裝 )
NT$800
1.臨床試驗醫學 2.統計方法 3.統計
分析 415.18
創新論著猝死急救法 : 基本救命術 /
李德福著 .-- 再版 .-- [臺北市] : 全國
口 對 鼻 吹 氣 急 救 CPR 推 廣 協 會 ,
11004 .-- 27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093-1-0 (平裝)
1.急救 2.心肺復甦術 3.猝死症
415.22
勇闖流感異世界 / 王一雅, 王暐棱作 ;
Schemme 插畫 .-- 初版 .-- [桃園市] :
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6 面; 27 公分 .-- (衛教小尖
兵 ; 3) .-- ISBN 978-986-06102-3-9 (精
裝) NT$320
1.流行性感冒 2.保健常識 3.繪本
415.237

超前攔截.癌症止步 : 終結消化道(食
道、胃、腸)早期癌 / 王威迪, 李宗
頴, 林宛姿, 卓庭毅, 胡炳任, 許斯淵,
黃世斌, 黃唯誠, 黃洸偉, 葉人豪, 葉
秉威, 鄭以勤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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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39-4-7 (平裝) NT$580
1.消化系統癌症 2.診斷學 3.內視鏡
檢查 415.5

慢性腎臟病防治與透析之政策研議
= Combating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
renal dialysis in Taiwan : a policy
analysis / 論壇「慢性腎臟病防治與
透析之政策研議」委員會作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財團法人國家
衛生研究院 ;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,
11005 .-- 1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9-25-2 (平裝) NT$250
1.腎臟疾病 2.慢性病防治 415.81

精神病態人格的真相 / 原田隆之著 ;
李欣怡譯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11-0 (平
裝) NT$320
1.精神病學 2.人格障礙症 415.95
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年報. 2020
=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annual
report. 2020 /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
會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
基金會, 11005 .-- 136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260-6-8 (平裝)
1.精神健康基金會 2.精神醫學
415.9506

黏多醣症醫療照護手冊 / 林炫沛, 林
翔宇, 李忠霖, 莊志光, 蘇晉輝, 李國
森, 洪崇烈, 宋國慈, 魏晉弘, 劉士嘉,
李原傑, 張通銘, 黃棣棟, 勞萱之, 陳
佩娟, 張雅惠, 蔡瓊瑋, 侯人尹, 廖軒
節, 陳小然, 高淑敏作 ; 林翔宇主編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基督長老教
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兒童醫院,
11004 .-- 24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43-0-2 (平裝)
1.黏多醣症 2.健康照護 415.59

墮落的人腦 : 從神經科學解讀傲慢、
貪吃、好色、懶惰、貪心、嫉妒與
暴怒,探究我們難免使壞,犯下小奸小
惡背後的科學 / 傑克.路易斯(Jack
Lewis)作 ; 鄧子衿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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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(科普漫
遊 ; FQ1069) .-- ISBN 978-986-235937-2 (平裝) NT$380
1.神經學 2.神經生理學 415.9

甲狀腺結節檢查.診斷.治療 Q&A /
鄭凱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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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39-5-4 (平裝) NT$420
1.甲狀腺疾病 415.662

失智者的美好一天 : 友善環境設計 /
理查.弗萊明(Richard Fleming), 蔡淑
鳳文 ; 小島動畫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小島動畫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22-1-6 (平裝) NT$300
1.失智症 2.環境規劃 3.健康照護
415.934

我今天也要看女兒臉色 : 觀察憂鬱
症女兒的媽媽日記 : 明天或許也是
多雲偶雨,那就順其自然吧! / 金雪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文經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文經文庫 ; 330) .-- ISBN 978-957663-797-1 (平裝) NT$320
1.憂鬱症 2.通俗作品 415.985

降血糖這樣吃最有效 / 何一成文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75-5 (平
裝) NT$450
1.糖尿病 2.食療 3.食譜 415.668

最人性化的失智症照護全圖解 : 陪
伴第一線的你!以人為本的「3 步驟」
照顧法, 居家& 機構都適用 / 鈴木
MIZUE, 內門大丈著 .-- 新北市 : 蘋
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5-46 (平裝) NT$550
1.失智症 2.健康照護 415.934

慈濟大捨捐贈 : 頭目髓腦 悉施於人
= TZU CHI : altruistic donations / 財團
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板 .-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財團法人慈濟傳
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5 .-- 396 面;
21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1-98 (精裝) NT$400
1.器官捐贈 2.器官移植 3.人體解剖
學 416.17

皮膚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/ Thomas P.
Habif, James G. H. Dinulos 原著 ; 陳建
州編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
唯爾有限公司, 11006 .-- 7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4-8-4 (平
裝)
1.皮膚科 415.7
過敏大作戰 / Gomdori.co 文 ; 韓賢東
圖 ; 徐月珠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4
公分 .-- (我的第一本科學漫畫 ; 58) .- ISBN 978-957-658-558-6 (第 1 冊:平
裝) NT$300
1.過敏性疾病 2.漫畫 415.74

路易氏體的天空 : 一本你沒看過的
書 / Sean Lin 著 .-- 臺北市 : 圓周綠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68-0-1 ( 平 裝 )
NT$380
1.失智症 415.934
高齡者團體藝術治療 : 失智症的介
入與預防活動手冊 / 林端容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6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04-3 ( 平 裝 )
NT$380
1.老年失智症 2.藝術治療 415.9341
28

理解孩子的憂鬱 : 7-15 歲兒童憂鬱
症的理解與陪伴 / 下山晴彥著 ; 蔡安
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意識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3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6166-68-6 ( 平 裝 )
NT$299
1.兒童精神醫學 2.青少年精神醫學 3.
憂鬱症 415.9517

美容醫學 : 軟組織填補之原則與實
務 / Hassan Galadari 作 ; 林長熙, 李至
偉, 顏詠銓翻譯 .-- 臺北市 : 力大圖
書有限公司, 11004 .-- 77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7364-92-0 (精裝)
1.美容手術 2.整形外科 416.48
臉部危險區域解剖學 : 安全執行美
容手術、注射玻尿酸等填充物、操
作 雷射與非 侵入性儀 器 / 王正坤
譯 .-- 臺北市 :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37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7364-91-3 (精裝)

1.整形外科 2.美容手術 3.雷射手術 4.
臉 416.48
*常見骨骼疾病診治與保健 / 楊榮森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陳素蓉,
11004 .-- 24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10-3 (平裝) NT$500
1.骨科 2.骨骼 3.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4.
保健常識 416.6
聾人與社會 : 心理、社會及教育觀
點 / Irene W. Leigh, Jean F. Andrews
著 ; 陳小娟, 邢敏華, 劉秀丹, 李信賢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64 面; 23 公
分 .-- (溝通障礙系列 ; 65044) .-ISBN 978-986-0744-03-3 ( 平 裝 )
NT$550
1.耳聾 2.社會生活 3.聽障教育
416.865
牙婆婆,我會乖乖刷牙! / 苅田澄子
著 ; 岡部理香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 面; 24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0725-08-7 (精裝)
1.口腔衛生 2.繪本 416.9
全口無牙病人和家屬的必修課 / 梁
廣庫作 .-- 臺北市 : 梁廣庫, 11005 .-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838-7 (平裝)
1.牙齒 2.牙科 416.9
女醫生私密門診 : 每天一分鐘陰道
訓練,就能改善經痛、血液循環、性
冷感......從此擺脫生理問題和婦女病
/ 駒形依子著 ; 高佩琳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Easy ; 102) .-ISBN 978-986-0742-03-9 ( 平 裝 )
NT$360
1.婦科 417.1
鬆骨盆 / 陳若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3-47 (平裝)
1.骨盆 2.運動健康 3.按摩 417.26
生產,本該無傷 : 順勢生產與阿萍醫
師的好孕助產所 / 陳鈺萍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(Care ; 59) .-- ISBN 978-957-138914-1 (平裝) NT$400
1.分娩 417.36

白袍之心 : 治療路上的陪伴 / 廖國秀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6-5-0 (平裝)
NT$320
1.癌症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417.8
我的癌細胞不見了 : 革命性雞尾酒
療法,用便宜的藥讓癌細胞消失!f /
潔恩.麥克利蘭(Jane McLelland)著 ;
謝明珊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3
公分 .-- (健康 smile ; 75) .-- ISBN 978986-5496-07-4 (平裝) NT$399
1.癌症 2.自然療法 417.8
妥善照服,還有我陪你 : 來自癌末病
房 2A30 的溫暖記事 / 老么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5 .-- 284
面; 21 公分 .-- (啟思路 ; 19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463-1 (平裝)
NT$350
1.癌症 2.通俗作品 417.8
臺灣鎮靜安眠藥不當使用之防治策
略建言書 = Development of preventive
and
treatment
strategies
toward
inappropriate use of the sedatives and
hypnotics in Taiwan / 論壇「臺灣鎮靜
安眠藥不當使用之防治策略建言書」
委員會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
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; 臺北市 :
衛生福利部, 11005 .-- 23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21-4 (平裝)
NT$250
1.神經系統藥物 2.安眠劑 3.失眠症
418.2131
疫苗之研發、採購與安全性評估政
策研議 : 由 COVID-19 看新興傳染病
加 速 疫 苗 研 發 政 策 建 言 = Policy
recommendation
for
vaccine
development,procurement,and
safety
evaluation : Using the COVID-19
vaccines as a model of emerging
infectious diseases / 論壇疫苗之研發、
採購與安全性評估政策研議:由
COVID-19 看新興傳染病加速疫苗研
發政策建言委員會作 .-- 初版 .-- 苗
栗縣竹南鎮 :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
究院 ;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, 11005 .-121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9-22-1 (平裝) NT$250
1.疫苗 2.研發 3.傳染性疾病防制
418.2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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謊言之瓶 : 學名藥奇蹟背後,全球製
藥產業鍊興起的內幕、利益與真相 /
凱瑟琳.埃班(Katherine Eban)著 ; 高子
梅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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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512
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 ; FS0129) .-ISBN 978-986-235-948-8 ( 平 裝 )
NT$480
1.製藥業 2.學名藥 3.品質管理
418.614
老偏方對症食療功效 / 林意旋文 .-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(飲食療方 ; 8) .-- ISBN 978-986-373571-7 (平裝) NT$430
1.食療 2.健康飲食 3.食譜 418.91
豆類營養食療功效 / 孫平, 于雅婷
文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008-6-0 ( 平 裝 )
NT$450
1.食療 2.豆類 3.營養 418.91
健康腸道的食癒力 / 吳仕文, 劉純君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永詮食品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88 面; 21X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696-1-5 (平
裝)
1.食療 2.健康飲食 3.食譜 418.91
熟齡銀養美味蔬療 : 抗老化、防三
高、養好腦本、肌本及骨本 / 花蓮
慈濟醫學中心高齡整合照護科及營
養師醫療團隊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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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6 .-- 240 面 ; 23 公 分 .-(Family 健康飲食 ; HD5049) .-- ISBN
978-986-06439-3-0 (平裝) NT$450
1.食療 2.健康飲食 3.中老年人保健
418.91
20 種蔬果排毒祕訣 / 陳彥甫文 .-- 新
北市 :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008-7-7 (平裝) NT$430
1.食療 2.養生 3.果菜類 4.禾穀
418.914
基礎臨床按摩治療學 : 整合解剖及
治療 / Laura Allen, David M. Pounds
作 ; 吳定中, 吳孟亭譯 .-- 臺北市 : 力
大圖書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4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364-94-4 (精
裝)
1.按摩 418.9312
3 分鐘鬆鬆筋膜.解痛伸展 / 王羽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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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536-57-2 ( 平 裝 )
NT$360
1.肌筋膜放鬆術 2.運動健康
418.9314
SMaRT 自我肌筋膜放鬆技巧 : 善待
自己的第一步 從放鬆肌筋膜做起 =
Self myofascial release technique / 鄭悅
承, 劉毓修, 陳怡巧, 李建志, 許穎昌,
曾俊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曙
光有限公司, 11004 .-- 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9078-1-2 (平裝)
NT$200
1.肌筋膜放鬆術 418.9314
巴哈花精情緒指引卡 : 花仙子帶來
的 38 封信: 個別指引與練習 / 柳婷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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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160 面 ; 19 公 分 .-- ( 眾 生 系 列 ;
JP0183) .-- ISBN 978-986-06415-5-4
(平裝) NT$899
1.心靈療法 2.另類療法 418.98
每一天愛自己 : 世界最知名身心靈
出版創辦人露易絲.賀療癒經典收錄
/ 露易絲.賀作 ; 謝佳真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Spirit ;
31) .-- ISBN 978-957-658-548-7 (平裝)
NT$450
1.心靈療法 2.自我實現 418.98
花,總有一天會盛開 / 金秀珉著 ; 鄭
俞珍繪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08-9-1
(平裝) NT$380
1.心靈療法 2.生活指導 418.98
依戀,情感關係的溫柔解方 / 岡田尊
司著 ; 邱香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好時
光 ; 44) .-- ISBN 978-986-248-975-8
(平裝) NT$350
1.心靈療法 2.心理治療 418.98

加齡的自然療癒力 : 34 類 130 個五
官六感體驗,啟動植物帶給你奇妙的
療癒能量! / 沈瑞琳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(LOHAS.
樂活) .-- ISBN 978-957-08-5797-9 (平
裝)
1.心理治療法 2.園藝學 3.老年
418.989
全球暢銷百萬的芳香療法寶典 : 英
國 IFA 協 會 前 主 席 Valerie Ann
Worwood 傳授 800 多種天然精油臨
床配方 / 瓦勒莉.安.沃伍德(Valerie
Ann Worwood)著 ; 鄭百雅譯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大 樹 林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冊 .-- (自然生活 ; 48) .-- 25
周年最新版 .-- ISBN 978-986-060073-5 ( 上冊: 精 裝) .-- ISBN 978-98606007-4-2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6007-5-9 (全套:精裝) NT$1960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418.995
*抗病毒精油芳療指南 : 外科醫生與
自然醫學專家對抗感染的天然解方 /
尚皮耶.威廉(Jean-Pierre Willem)著 ;
劉永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
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291-3 (平裝) NT$450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418.995
透過花精療癒生命 : 巴哈花精的情
緒鍊金術 / 柳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橡樹林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眾生
系 列 ; JP0182) .-- ISBN 978-98606415-4-7 (平裝) NT$380
1.自然療法 2.順勢療法 418.995
寵物能量療癒 : 透過精微能量,加強
與寵物的連結,守護寵物身心健康 /
辛蒂.戴爾(Cyndi Dale)著 ; 尤可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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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04-1
(平裝) NT$420
1.另類療法 2.心靈療法 3.能量
418.995
醫療行銷管理 : 圖解大健康產業商
業模式 2.0 / 陳銘樹, 郭恒宏編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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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12-3 ( 平 裝 )
NT$390
1.健康服務行銷 2.醫療服務 3.行銷
管理 419.2
醫療品質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= The
2021 conference of quality in healthcare
system / 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科技
管理學系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
華六標準差管理學會, 11005 .-- 53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9-0-5
(平裝) NT$1000
1.醫院行政管理 2.醫療服務 3.品質
管理 4.文集 419.207
*醫病共享決策的新進展 / 于幸右,
王曼玲, 古世基, 何子昌, 余芮瑩, 吳
至行, 吳佳穎, 宋子茜, 李天慶, 李正
喆, 李忠佑, 李思潔, 周韋翰, 周家玉,
林至芃, 林季緯, 林明鋒, 林松彥, 林
欣蓉, 林欣穎, 林珍瑋, 林峰盛, 林高
田, 邱浩彰, 邱馨嬋, 洪暐傑, 洪緯惟,
夏昀, 孫維仁, 徐珮容, 徐雅含, 張心
怡, 張至宏, 張哲誠, 張時杰, 張軒睿,
張詩函, 張寶綾, 莊寶玉, 郭律成, 陳
世英, 陳妤昤, 陳明源, 陳信妤, 陳品
蓉, 陳宣佑, 陳彥銘, 陳昭瑩, 陳郁君,
陳崇桓, 陳銘章, 傅尹志, 彭仁奎, 曾
子豪, 曾春美, 黃小倩, 黃永銓, 黃俊
升, 黃炫迪, 黃國皓, 黃嗣棻, 黃鼎鈞,
黃獻樑, 黃駿豐, 楊宗翰, 楊智惠, 楊
榮森, 詹鼎正, 雷涵媮, 劉人瑋, 劉文
智, 劉紋伶, 蔡兆勳, 鄭之勛, 鄭宜文,
鄭暐霖, 賴建成, 賴聖如, 謝淑華, 魏
鈴穎著 ; 楊榮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醫學會, 11004 .-- 29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9-001-4
(平裝)
1.醫病關係 2.醫病溝通 419.47
新編護理學導論 / 楊慕慈, 李彩歆,
方郁文, 吳麗芬, 歐祝君, 傅玲, 唐紀
絜, 詹美蘭, 李欣慈, 陳荻憶, 陳淑姬,
謝家如, 邱馨誼, 曾月霞, 黃惠美, 林
素戎合著 .-- 十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
企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53-1 (平
裝) NT$380
1.護理學 419.6
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 /
林明珍作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596-5 (平
裝)

1.護理教育 2.教學法

419.63

延 緩失能安 全照護全 書 / 郭外天
著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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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(Dr.Me 健康系列 ;
HD0151X) .-- 暢銷修訂版 .-- ISBN
978-986-06439-0-9 (平裝) NT$450
1.失能 2.健康照護 419.7
社區衛生護理學 / 陳靜敏, 董靜茹,
苗迺芳, 邱子易, 蔡淑鳳, 高淑真, 李
丞華, 王惠玄, 陳品玲, 張淑卿, 游麗
惠, 陳美滿, 謝佩倫, 邱淑卿, 劉玟宜,
蕭伃伶, 周雨樺, 張綠怡, 林月桂, 簡
莉盈, 吳慧嫻, 洪琇芬, 謝亞倫, 鄧玉
貴, 吳佩芝作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華
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5934 (平裝)
1.社區衛生護理 419.86

家政
說故事 : 積存時間的生活 / 津端修一,
津端英子口述 ;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
文 ; 李毓昭翻譯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太雅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32 面;
21 公分 .-- (熟年優雅學院 ; 1) .-ISBN 978-986-336-413-9 (平裝)
1.家政 2.生活美學 3.老年 421.4
風格師告訴你-居家布置 80 法則 : 6
大經典風格,8 大關鍵軟件,教你買對
物,找出規劃關鍵,搭出對味家 / 王雅
文 Wing W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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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06386-6-0 ( 平 裝 )
NT$420
1.家庭佈置 422.5
美感收納術 : 居家、工作、旅途、
3C 生活的無痛整理指南 / 克莉.席爾
(Clea Shearer), 喬安娜.特林普(Joanna
Teplin)作 ; 羅雅涵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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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10-2 (平裝) NT$550
1.家庭佈置 422.5
裝潢做對了,不只輕鬆收納,還能增加
實用收納量 /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.--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 (Solution ; 129) .-- ISBN 978-986-408675-7 (平裝) NT$420
1.家庭佈置 2.室內設計 3.空間設計
422.5
「最美五套」質感人生穿搭 : 流行
預測師的低管理高時尚法則,小衣櫥
就能讓你美翻了 / Emily Liu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112-1 ( 平 裝 )
NT$370
1.女裝 2.衣飾 3.時尚 423.23
法令紋、垂眼皮、雙下巴 OUT!驚人
的 10 秒瘦臉逆齡奇蹟 : 鬆開頭部筋
膜的微整形逆齡效果,同時解決白髮、
掉髮、頭痛、肩頸緊繃 / 村木宏衣
著 ; 賴惠鈴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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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04-2-7 (平裝) NT$360
1.美容 2.按摩 3.肌筋膜放鬆術 425
整 體造型設 計與實 務 / 黃振生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啟英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61-7-6 (平裝)
1.美容 2.造型藝術 425
譯夢 :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
彩妝系進修部四年甲/乙班 110 級畢
業典藏集 = Dream translator / 莊子靜,
莊佩璇, 林芷涵, 任育琳, 尋佳暄, 鄭
伊珊, 陳貞伶, 張家菁, 潘慧靜, 黃沁
怡, 張絜雯, 黃茉禧, 焦佳伶, 許嘉家,
朱家君, 黃意珮, 鄭詠心, 陳俊碩, 劉
亦庭, 官嵐, 蔡芯瑀, 王璿閔, 林雨柔,
林昀萱, 黃永瀞, 葉宇蓁, 林珈誼, 鄭
瑩君, 林楀璇, 陳筱琪, 黃凱琳, 陳瑜
秀, 李靜宜, 郭巧翎, 洪琪雅, 陳宇潔,
陳慧禎, 邵翊絜, 鍾茹卉, 管瑩涵, 靳
春佑, 呂雅婷, 王羽姈, 李宜珍, 劉采
慈, 林欣潔, 古云達, 丘心宜, 邱湘筑,
陳志瑜, 黃亮潁, 賴羿妃, 粘凱銘, 邵
煒庭, 吳俊霖, 鄭羽秀, 張簡妙婷, 鄭
婧彤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正修學校
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
尚彩妝系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689-96-4 ( 精 裝 )
NT$1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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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美容 2.造型藝術

425

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論文集.
2021 / 李雅婷, 黃宜純, 黃啟方, 林恩
仕, 高而仕, 王麗菱, 王祥齡, 蔡宜萱,
卓欣穎, 林洹瑜, 許采茵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2-751-7 (平裝) NT$150
1.美容 2.文集 425.07
Dr.史考特的科學增肌減脂全攻略 :
最新科學研究 X 秒懂圖表解析,破解
40 個健瘦身迷思! / 史考特(王思恒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 (三采健康館 ; 151) .-- ISBN 978957-658-550-0 (平裝) NT$420
1.塑身 2.運動健康 3.健康飲食
425.2
地獄 60 秒肌力訓練 / ユウトレ著 ;
蔡麗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
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樹系列 ; 160) .-ISBN 978-986-507-389-3 ( 平 裝 )
NT$330
1.塑身 2.減重 425.2
午茶手作 半天完成我的第一個鉤織
包 : 鉤針+4 球線 x33 款造型設計提
袋=美好的手作算式 / BOUTIQUESHA 編著 ; 陳冠貴譯 .-- 三版 .-- 新
北 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 手 作 ,
11005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(樂鉤織 ;
21) .-- ISBN 978-957-9623-68-1 (平裝)
NT$320
1.編織 2.手提袋 426.4
皮革與生活 / 張岱明作 .-- 臺北市 :
致出版, 11005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3-14-0 ( 平 裝 )
NT$280
1.皮革 2.手工藝 426.65
跟著達人學做包 = Handmade bag /
[藝風堂出版社]編輯部編企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藝 風 堂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17-2-4 (平裝)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426.7
Grace 的四季餐桌 = On Grace's table /
劉淑琪 Grace Liu 作 .-- 再版 .-- 臺北
市 : 財藝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聯灃書報社有限公司代理發行,
11005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725-7-9 (平裝) NT$320

1.飲食 2.生活美學

427

食物製備原理與應用 / 徐阿里, 賴奕
瑄, 蘇烈頎, 許淑真, 曾鑫順, 張惠琴,
王正方, 蕭烟淨, 邱致穎, 夏先瑜, 何
學斌, 林正昌, 蕭祺娟合著 .-- 四版 .-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2-748-7 (平裝) NT$400
1.烹飪 2.食物 3.營養 427
人間覺味 / 蔡招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
間福報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40 面; 22 公分 .-- (素食地
圖系列 ; 12) .-- ISBN 978-986-918117-4 (平裝) NT$250
1.飲食 2.素食 3.蔬菜食譜 4.文集
427.07
Rea 手繪食譜 : 是便當也是餐桌料
理,88 道零失敗減醣食譜。 : 食材好
買、調味料現成、做法簡單,一看就
上手,讓人吮指回味! / 賴佳芬(Rea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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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57-3 (平裝) NT$550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427.1
一杯到底!露營杯 72 道料理 / 蓮池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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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36-55-8 (平裝)
1.食譜 427.1
成功減重三大關鍵力 / 林禹宏文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76-2 (平
裝) NT$450
1.食譜 2.減重 427.1
吃樂好瘦的響瘦美味聖經 / 凱特.艾
琳森, 凱.費澤史東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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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7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471-3 (精
裝)
1.食譜 2.減重 427.1
梅子家四季耕食手札 : 65 道季節限
定美味,體現時令流轉的生活儀式感
/ 梅子(Meg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
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(日日好食 ; 22) .-ISBN 978-986-248-977-2 ( 平 裝 )
NT$380
1.食譜 427.1
減醣常備菜 150 : 營養師親身實證,
一年瘦 20kg 的瘦身菜 / 主婦之友社
著 ; 何姵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
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497 (平裝) NT$350
1.食譜 2.減重 427.1
輕減醣!我的 IG 料理超吸睛 = My IG
cuisine is super eye-catching / 林勃攸
料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8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93-4 (平
裝) NT$360
1.烹飪 2.食譜 427.1
金太太的韓食餐桌 手作涼拌小菜與
家常料理 / 彭閔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2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3-572-4 (平裝)
1.食譜 2.韓國 427.132
台灣小吃教科書 / 林美慧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(滋味
館 ; 91) .-- ISBN 978-986-98041-8-9
(平裝) NT$450
1.食譜 2.小吃 3.臺灣 427.133
巧克力點心教室 : 甜蜜的黑色魔力:
教你簡單調製出幸福好滋味 / 許正
忠, 林倍加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食
為天文創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4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72-3-8
(平裝) NT$500
1.點心食譜 2.巧克力 427.16
我的第一本手作造型棉花糖 : 人氣
烘焙師公開營業配方,用三種基礎棉
花糖糊,在家重現 29 款迷人風味 X
獨家造型棉花糖 / 金召祐著 ; 譚妮如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496-0 (平
裝) NT$399
1.點心食譜 427.16
法國藍帶的究極美味乳酪蛋糕&巧
克力蛋糕 : 在家就能輕鬆做出風靡
巴黎的人氣新食感甜點 / 高石紀子
著 ; 安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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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21-4
(平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首爾人氣甜點全書 : 江南.弘大.林蔭
道.梨泰院.三清洞 5 大商圈名店,80
道最 IN 甜點食譜全攻略 = Dessert
road / 李智惠著 ; 林芳伃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奇光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4-6-9 (平
裝) NT$48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張宗賢純粹麥香經典歐法麵包 / 張
宗賢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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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(烘焙職
人系列 ; 9) .-- ISBN 978-986-06439-16 (平裝) NT$600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超萌.百變造型波蘿麵包 / 花田惠理
子著 ; 蔡麗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(生活樹 ;
88) .-- ISBN 978-986-507-400-5 (平裝)
NT$360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零負擔輕醣烘焙 : 低油麵包 x 低脂
披薩 x 低卡點心,66 道超滿足輕食提
案 / 主婦之友社編著 ; 黃筱涵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14-6 (平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餅乾教室開課 : 品嘗幸福的滋味 / 許
正忠, 張德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72-45 (平裝) NT$50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團購爆款手工餅乾烘焙課 : 頂流甜
點師教你用 6 種麵團變化出 71 款精
品級餅乾! / ムラヨシマサユキ著 ;
安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27-6 (平
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蟹老闆的「無雷」甜點教室 / 謝岳
恩(蟹老闆)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

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76
面; 26 公分 .-- (Baking ; 5) .-- ISBN
978-986-5481-03-2 (平裝) NT$4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*麵包製作動物造型 / 許博倫作 .-二版 .-- 臺南市 : 加乘烘焙手工坊,
11004 .-- 1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86-0-7 (平裝) NT$570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全肉系飲酒料理 / 旭屋出版編輯部
編著 ; 林美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1-489-7 (平裝) NT$520
1.肉類食譜 427.2
豬排與豬絞肉 : 豬排、肉丸、漢堡
排、鑲肉及肉末的運用料理 / 宜手
作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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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120 面; 21 公分 .-- (五味坊 ; 119) .-ISBN 978-986-459-290-6 ( 平 裝 )
NT$320
1.肉類食譜 2.豬 427.211
*雞胸肉 : 雞柳、雞塊、雞丁、雞肉
片、雞絞肉及雞皮的運用料理 / 宜
手作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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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(五味坊 ;
118) .-- ISBN 978-986-459-289-0 (平裝)
NT$300
1.肉類食譜 2.雞 427.221
野菜食堂 : 初心者料理 30 品 / 趙亭
珏, 牛思晴, 李瑜, 陳奇萱, 蔡敏瑄合
著 ; 林育諄主編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
國立屏東大學, 11004 .-- 84 面; 26 公
分 .-- 中印尼對照 .-- ISBN 978-98699723-9-0 (平裝) NT$350
1.蔬菜食譜 2.食用植物 427.3
*圖解植物系高蛋白能量食譜 : 看圖
備料美味速成,66 種取代肉類,高纖、
營養、抗氧化的均衡蔬食提案 / 斐
恩.格林(Fern Green)著 ; 林雅芬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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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97-5
(平裝) NT$350
1.素食食譜 2.健康飲食 427.31

蓮海真味 / 淨宗學院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,
11007 .-- 237 面; 18X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810-5-0 (平裝)
1.素食食譜 427.31
快吃快拌麵 : 用現成調味料快速做
出油香、醬香、素食、異國風味乾
拌麵 / 駱進漢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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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(飲食區 Food&wine ;
15) .-- ISBN 978-986-5536-61-9 (平裝)
NT$399
1.麵食食譜 427.38
*簡單吃麵 : 用心選料、慢慢享用,最
單純的最美味! / 蔡全成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Cook50 ;
206) .-- ISBN 978-986-99736-6-3 (平裝)
NT$420
1.麵食食譜 427.38
飲料實務完全攻略 / 畢瑩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444-0 (平裝)
1.飲料 2.調酒 427.4
瘋手搖!開店 90 款茶飲特調技術 / 片
倉康博, 田中美奈子作 ; 黃詩婷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52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1-491-0 ( 平 裝 )
NT$420
1.茶食譜 2.飲料 427.4
第四波咖啡學 / 韓懷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寫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我的檔案夾 ;
55,56) .-- ISBN 978-986-98996-6-6 (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98996-7-3 (精裝)
1.咖啡 427.42
關於咖啡的一切.800 年祕史與技法 :
窺探咖啡的起源、流佈、備製、風
俗和器具發展,一本滿足嗜咖者、咖
啡迷、業餘玩家、專家達人 ! / 威
廉.H.烏克斯(William H. Ukers)著 ; 華
子恩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3
公分 .-- (Tasting ; 6) .-- ISBN 978-9865496-08-1 (平裝) NT$399
1.咖啡 427.42
零失敗!低熱量的保鮮盒冰淇淋食譜 :
用微波爐在自家重現手作冰淇淋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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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店的極致美味 / 木村幸子作 ; 楊裴
文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9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878 (平裝) NT$350
1.冰淇淋 2.點心食譜 427.46
50 種食材刀工刀法全圖解 / 高世達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1-289-3 ( 平 裝 )
NT$320
1.烹飪 2.食譜 427.8
兒童健康手冊 /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
康署著 .-- 第 16 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
福利部國民健康署, 11005 .-- 8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23-8
(平裝) NT$12
1.育兒 2.幼兒健康 3.手冊 428.026
水中感統遊戲 : 53 個好玩.有趣的浴
室.泳池遊戲 / 曾威舜, 吳孟潔, 呂家
馨, 吳宇辰著 .-- 初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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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好家教 ;
SH0173) .-- ISBN 978-986-5752-96-5
(平裝) NT$420
1.育兒 2.親子遊戲 3.兒童發展
428.82
前戲王 : 比猛烈抽插更重要的事,性
高 潮 激 愛 技 巧 說 明 書 / MANIAC
LOVE 研究會編 ; 鈴木亨治著 ; 何姵
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23-8 (平裝)
1.性知識 2.性行為 429.1

農業
農業技術圑就業職涯追蹤研 究 =
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
agricultural technician corps / 徐雅媛,
許聖章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41-1 (平裝) NT$300
1.農業勞動 431.24
農業勞動力運用現況研究 = Analysis
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utilization /
徐雅媛, 廖述誼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
11006 .-- 23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40-4 (平裝) NT$300
1.農業 2.勞動力 431.24
植物保護手冊, 葉菜類作物篇. 110
年版 = Plant protection manual / 陳富
翔, 鄭瑋瑄, 王喻其, 陳妙帆編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, 11005 .-- 5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279 (平裝) NT$200
1.農作物 2.植物病蟲害 3.農藥
433.4
我們吃的米 / 王禪靜作 .-- 臺北市 :
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
面; 25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53-27-2 (精裝) NT$350
1.稻米 2.通俗作品 434.111
四川花椒 : 產地到餐桌 24000 公里
的旅程 / 蔡名雄作.攝影 .-- 初版 .-新竹市 : 賽尚圖文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527-46-3 (平裝) NT$650
1.調味用作物 2.烹飪 3.飲食風俗 4.
四川省 434.194
臺波蘭動物產業視訊國際研討會論
文集. 2021 年 = Taiwan and Poland
bilateral animal industry international
video conference proceedings. 2021 /
Grazyna Polak 等作 ; 林正斌, 張以恆,
田憓萍主編 .-- 臺南市 : 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畜產試驗所, 11004 .-- 310 面;
30 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
978-986-5455-22-4 (平裝) NT$300
1.畜產 2.文集 437.107
蘭嶼豬回老家 : 遙望蘭嶼故鄉.40 年.
漫漫歸鄉路 / 黃振芳, 章嘉潔, 連紋
乾, 宋永義, 戴謙, 劉瑞珍, 朱賢斌, 王
漢昇, 許聰明, 溫秀嬌作 .-- 臺南市 :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,
11006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5-23-1 (平裝) NT$500
1.養豬 2.家畜育種 3.臺東縣蘭嶼鄉
437.343
牠不是普通的狗 : 海豹隊員與軍犬
開羅走過戰火、相互療癒的故事 /
威爾.切斯尼(Will Chesney), 喬.萊登
(Joe Layden)作 ; 蕭季瑄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5 .-- 37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173 (平裝)

1.切斯尼(Chesney, Will, 1984-) 2.傳記
3.犬 4.軍用動物 437.35
狗 vs 貓 頂尖對決 / 今泉忠明監修 ;
林俞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睿其書
房出版 :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5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生
活 ; 111) .-- ISBN 978-986-5520-46-5
(平裝)
1.犬 2.貓 3.寵物飼養 4.動物行為
437.354
圖解完整版犬學大百科 : 一看就懂、
終身受用的狗狗基礎科學 / 詳解犬
學編輯委員會編著 ; 高慧芳譯 .-- 二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2-69-2 (平裝) NT$699
1.犬 2.寵物飼養 437.354
你的貓 : 完整探索從幼貓、成貓到
中老年貓的照顧,照著這樣做,讓愛貓
活得健康、幸福、長壽!每一位貓奴
及獸醫的必備經典指南! / 伊莉莎白.
哈吉肯斯(Elizabeth M. Hodgkins)作 ;
謝凱特(aka 酒鬼)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320 面; 22 公分 .-- (SimpleLife ; 18) .-ISBN 978-986-98945-8-6 (平裝)
1.貓 2.寵物飼養 437.364
貓咪生病了,怎麼辦? / 佐藤貴紀執
筆 ; 黃筱涵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
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3
公分 .-- (寵物館 ; 69) .-- ISBN 978986-5582-71-5 (平裝) NT$300
1.貓 2.寵物飼養 3.急症 437.364
牧場實習. 家禽篇 / 許振忠, 陳志峰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12 面; 23 公
分 .-- (TechMore) .-- ISBN 978-957-193269-9 (平裝)
1.家禽飼養 2.疾病防制 437.7
吐司的基礎 : 最簡單,卻最難做得好!
從發酵、烘焙、口味到應用,在家做
出「比外面賣的還好吃!」的理想吐
司 / 李美英著 ; 張雅眉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0-495-3 (平裝) NT$350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439.21
狂熱麵包師 配方規劃研究室 / 堀田
誠作 ; 蔡婷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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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1-495-8 (平裝) NT$480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439.21
天然發酵研究室 : 自養自製優格與
克菲爾實用指南與食譜應用 : 成功
學會 71 種世界傳統發酵乳、植物奶、
乳酪,與奶油等腸道保健超級食物 /
吉 安 娜 克 里 斯 . 考 德 威 爾 (Gianaclis
Caldwell)著 ; 吳煒聲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52-0-0 (平裝) NT$420
1.乳品加工 2.乳酸菌 3.食譜
439.613

工程
工程數學寫真秘笈 : 研究所講重點 /
周易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07-9 (下
冊:平裝) NT$700
1.工程數學 440.11
基 礎 工 程 力 學 = Basic engineering
mechanics / 孫德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弘揚圖書有限公司, 11005 .-20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073-99-1 (上冊:平裝)
1.工程力學 440.13
工程動力學 = Fundamental dynamics
for engineers / 劉徹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竹市 : 偉文出版社, 11005 .-- 63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79-8-4
(平裝) NT$750
1.應用動力學 440.133
實用人因工程學 / 李開偉編著 .-- 六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5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13-0 (平裝) NT$600
1.人體工學 440.19
啟動文明的新材料 : 膠原蛋白打造
蒙古帝國、塑膠決定世界大戰的勝
負、橡膠縮短了人與人之間距離......
從材料科學觀點看世界演進及未來
發展 / 佐藤健太郎著 ; 郭清華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11006 .-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4957-7 (平裝) NT$380
1.工程材料 2.材料科學 3.歷史
440.309

金屬材料化學定性定量分析法 / 張
奇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
社, 11005 .-- 冊 .-- (自然科普 ; 6) .-ISBN 978-986-99137-2-0 (全套:平裝)
NT$1600
1.金屬材料 2.分析化學 440.35
少了我,世界多麼冏. 1, 改變生活的
發明 / 鄭倖伃, 顏樞文 ; 陳虹伃圖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 面; 28 公分 .-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986-535-901-0
(精裝) NT$350
1.發明 2.世界史 3.通俗作品 440.6
少了我,世界多麼冏. 2, 溫暖人心的
發明 / 鄭倖伃, 顏樞, 王致凱文 ; 陳虹
伃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 面; 28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35902-7 (精裝) NT$350
1.發明 2.世界史 3.通俗作品 440.6
智慧科技與前瞻應用專利布局分析
= Smart technology / 陳賜賢, 張曉珍,
張艾婷, 官盛堯, 黃靖凱, 蘇偉綱, 廖
彥宜, 甘岱右, 楊長鳴, 楊可歆, 林凱
琳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
策進會產業 情報研 究所 , 11004 .-3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820-3 (平裝) NT$18000
1.專利 2.電腦資訊業 3.通訊產業
440.6

ISBN 978-986-94485-1-2 ( 平 裝 )
NT$550
1.建築工程 2.營建法規 441.51
強棒!圖表理解必勝寶典 建築物室內
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. 法規篇 /
黃煇雲, 蘇純嬅作 .-- 第七版 .-- 新北
市 : 金果數位內容有限公司, 11005 .- 308 面; 28 公分 .-- (一讀就通系
列) .-- ISBN 978-986-97744-8-2 (平裝)
NT$1200
1.營建法規 2.室內設計 3.施工管理
441.51
強棒!圖表理解必勝寶典 建築物室內
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. 工法篇 /
黃煇雲, 蘇純嬅作 .-- 第七版 .-- 新北
市 : 金果數位內容有限公司, 11005 .- 冊 .-- (一讀就通系列) .-- ISBN 978986-97744-7-5 (上冊:平裝) NT$1200 .- ISBN 978-986-06448-0-7 (下冊:平裝)
NT$1200
1.建築工程 2.施工管理 441.52
強棒!系統理解術科完整題庫 : 建築
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 /
黃煇雲, 蘇純嬅編著 .-- 新北市 : 金
果數位內容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48
面; 24 公分 .-- (一讀就通系列) .-ISBN 978-986-97744-9-9 ( 平 裝 )
NT$499
1.施工管理 2.營建法規 3.室內設計 4.
問題集 441.52022

國定古蹟「鳳山縣舊城」東門段近
永清國小處之牆體與馬道崩落緊急
搶修工程工作報告書 / 林光浩計畫
主持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
文化局, 11005 .-- 5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5-26-1 ( 平 裝 )
NT$800
1.古城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高雄市左營區 441.41

圖解住宅尺寸 / 堀野和人, 黑田吏香
著 ; 陳春名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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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0-152-7 (平裝) NT$800
1.房屋建築 2.室內設計 3.空間設計
441.58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逐條釋義 / 李明
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李明洲出
版 ;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總經銷, 11007 .-- 10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80-9 (精裝)
NT$900
1.營建法規 2.營建管理 3.公寓
441.51

國定古蹟霧峰林家下厝草厝修復及
再利用工作報告書 / 邱建維計畫主
持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文化資
產處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458-89-8 (全套:平裝)
1.房屋建築 2.古蹟修護 3.臺中市霧
峰區 441.59

高普考建築工程 建築師營建法規 :
重點法規歸納及歷屆命題解析 / Wei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花蓮縣吉安鄉 :
Standard, 11004 .-- 430 面; 23 公分 .--

*超級工程 MIT. 4, 奔馳南北的高速
鐵路 / 黃健琪文 ; 吳子平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68 面; 26 公
35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03-6 (平裝)
NT$450
1.高速鐵路 2.鐵路工程 3.通俗作品
442.83
捷運土地開發實務 = Practice of land
development on the Taipei MRT / 蔣曉
珍, 何良慧, 程漢瑋, 范斯豪, 連日銘,
李政樺, 楊紹遠, 邱彥程, 楊克中, 王
聰賢, 涂恩菱, 楊素娥, 林萬融, 孫文
瑜, 陳文欣, 張美君, 莊建忠, 黄凱麟,
陳曉芳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
運工程局, 11006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
19) .-- ISBN 978-986-5464-73-8 (精裝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土地開發 442.96
捷運工程大區域降水施工實務 =
Practice of large-scale de-watering for
MRT construction / 林聿群, 蘇瑞麟,
常輝庭, 顏振宏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
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- 244 面;
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
(34 周年) ; 14) .-- ISBN 978-986-546478-3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施工管理 442.96
捷運工程施工管理實務 = Practice of
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n the Taipei
MRT / 黃顯祖, 馬婉容, 張明勳, 楊孟
仁, 連和發, 夏道明, 袁頤明, 劉明, 趙
啟迪, 陳政德, 郭應熙, 林合洲, 邱順
達, 黃其謀, 詹益創, 簡維德, 李真慧,
蔡定智, 唐經魁, 賴娟鳳, 陳春蓉, 歐
陽君健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
運工程局, 11006 .-- 316 面; 30 公分 .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
15) .-- ISBN 978-986-5464-72-1 (精裝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施工管理 442.96
捷運系統水電、環控與消防工程實
務 = Practice of utilities, HVAC
systems and fire prevention systems on
the Taipei MRT / 魏竹星, 張輝隆, 賴
郁文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
工程局, 11006 .-- 504 面; 30 公分 .-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
29) .-- ISBN 978-986-5464-80-6 (精裝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施工管理 442.96
捷運開發大樓壁樁設計與前期載重
試驗 = Wall pile design and preliminary
loading test for development buildings /
林聿羣, 吳其璋, 陳瑜謙著 .-- 臺北

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
精進版(34 週年) ; 5) .-- ISBN 978986-5464-77-6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基樁工程 3.施工管理
442.96
捷運電聯車實務 = Practice of electric
multiple units on the Taipei MRT / 陳柏
穎, 陳昭延, 黃智強, 莊元亨, 陳虞仁,
林偉平, 范欽清, 麻夏美, 鍾靈傑, 林
伯誠, 蕭錫唐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- 284 面; 30
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
週年) ; 21) .-- ISBN 978-986-5464-79-0
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電聯車 442.96
臺北捷運土地開發案例解析. 一 =
Case analysis of Taipei MRT land
development project. 1 / 蔣曉珍, 何良
慧, 程漢瑋, 范斯豪, 連日銘, 李政樺,
楊紹遠, 邱彥程, 王聰賢, 楊索娥, 林
萬融, 古秀雲, 蔣千里, 高祥麟, 方忠
明, 駱芙宜, 楊克中, 孫文瑜, 陳文欣,
張美君, 莊建忠, 黃凱麟, 陳曉芳著 .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
11006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
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 20) .-ISBN 978-986-5464-75-2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土地開發 3.個案研究
442.96
臺北捷運工程技術文件管理實務 =
Practice
of
technical
document
management on the Taipei MRT / 詹益
創, 蔡定智, 高文煌, 唐經魁, 楊乃艷
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
局, 11006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
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 17) .-ISBN 978-986-5464-76-9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檔案管理 442.96
臺北捷運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=
Practice of quality management on the
Taipei MRT / 楊孟仁, 連和發, 陳善芝,
劉清蘭, 江國樑, 王知民著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
精進版(34 週年) ; 16) .-- ISBN 978986-5464-81-3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品質管理 442.96
臺北捷運環境影響評估辦理實務 =
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

assessment on the Taipei MRT / 劉勇佐,
張小薇, 周月華, 黃惠妮著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
精進版(34 週年) ; 3) .-- ISBN 978986-5464-74-5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環境影響評估 442.96
渠道水力學 = Open channel flow / 謝
平城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81-7
(平裝) NT$660
1.水利學 443.1
離岸風電水下作業型態及安全問題
之探討 = Discussion on the types and
safety of underwater operation for
offshore wind power / 戴堯種, 沈育霖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282 (平裝) NT$450
1.海下工程 2.風力發電 3.風險管理
443.3
河道堤防之基腳沖刷與保護試驗研
究(總報告) = Experimental study on
toe scour and protection for river
embankment / 郭耀麒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
驗所, 11004 .-- 661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3-170-2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1000
1.河川工程 443.6
河道堤防之基腳沖刷與保護試驗研
究. 第 3 期 = Experimental study on toe
scour and protection for river
embankment. Phase III / 郭耀麒編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經濟部水利署水
利規劃試驗所, 11004 .-- 276 面; ３０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169-6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700
1.河川工程 443.6
主題式機械原理(含概論、常識)高
分題庫 / 何曜辰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18-1 (平裝)
1.機械工程 446
機械基礎實習完全攻略 / 劉得民, 蔡
忻芸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4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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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422-8 (平裝)
1.機械工程 446
MasterCAM 工業設計寶典 / 周曉龍
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6 .-4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469-0 (平裝)
1.機械工程 2.電腦程式 3.電腦輔助
設計 446.89029
好多好多的車子探索書 / 曹華執行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(110 上繪本探索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54-31-6 (平裝)
1.車輛 2.交通安全教育 3.通俗作品
447
好想好想去旅行探索書 / 曹華執行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(110 上繪本探索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54-30-9 (平裝)
1.車輛 2.通俗作品 447
車 子來幫忙 探索書 / 曹華執行編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(110 上繪本探索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54-35-4 (平裝)
1.車輛 2.通俗作品 447
我的 STEAM 圖鑑書 : 交通工具 /
Fun House 師資團隊策劃 ; 林晉丞,
郭禹彤, 黃郁棠, 曾皓群, 竇興韻文
稿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6 .-- 480 面 ;
19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131 (精裝)
1.運輸工具 2.通俗作品 447
電機機械實習 / 卓胡誼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51-2 (平裝)
1.電機工程 2.實驗 448
電氣安全 / 鄭世岳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18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714-2 (平裝)
1.電工安全 2.電力工程 3.安全教育
448.03
微電子技術發展與應用研討會論文
集. 2021 第十九屆 = Conference on
Microelectronics
Technology
&
Applications. 2021 19th / 國立高雄科

技大學半導體工程系編輯 .-- 高雄
市 :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, 11005 .-- 10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01-99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600
1.微電子學 2.文集 448.607
數位邏輯設計完全攻略 / 李俊毅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14-3 (平
裝)
1.積體電路 2.設計 448.62
CMOS 電路模擬與設計 : 使用 Hspice
/ 鍾文耀, 鄭美珠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04-8 (平裝) NT$570
1.Hspice(電腦程式) 2.積體電路 3.電
腦程式設計 448.62029
解碼科學好好玩 / 艾拉.施瓦茨(Ella
Schwartz) 作 ; 莉 莉 . 威 廉 斯 (Lily
Williams)繪 ; 竹蜻蜓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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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小
麥田知識館 ; 16) .-- ISBN 978-9578544-81-9 (平裝)
1.密碼學 2.通俗作品 448.761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
環境與生態 / 陳偉, 石濤編著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16-6 ( 平 裝 )
NT$450
1.環境工程 2.環境保護 3.自然保育
445
居所本事 = Living better living new /
林士元, 林韋聿, 陳永融, 許派崇, 葉
庭瑜, 劉學墉專文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, 11005 .-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4-71-4 (平裝) NT$180
1.都市更新 2.都市計畫 3.臺北市
445.133/101
高雄厝智慧生活科技推廣計畫成果
宣導專輯. 2020 = Kaohaus project to
promote intelligent living technology
achievements publicity album / 江逸章,
葉育君撰稿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
工務局, 11006 .-- 163 面; 21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5465-27-8 ( 精 裝 )
NT$400
1.綠建築 2.建築節能 3.公共宣導
445.133/131

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752-4 (平裝) NT$375
1.食品科學 2.食品加工 463

臺灣大氣腐蝕劣化因子調查研究資
料年報. 2020 年 / 蔡立宏, 羅建明, 賴
瑞應, 莊凱迪, 黃宇謙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5 .- 1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1-292-3 (平裝) NT$200
1.大氣汙染防制 445.92

實用食品工廠管理 / 施明智, 成安知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7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90-9 (平
裝) NT$700
1.食品工業 2.工廠管理 463

廢棄物處理 / 林健三編著 .-- 修訂第
10 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59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97-206-9 ( 平 裝 )
NT$530
1.廢棄物處理 445.97
台灣現況. 2021 : 反焚復燃 / 謝和霖,
黃煥彰, 陳世雄, 羅允佳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, 社團法
人看守台灣協會, 11004 .-- 26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790-5-2 (平
裝) NT$400
1.環境保護 2.永續發展 3.廢棄物處
理 445.99
環保行政學 / 林健三編著 .-- 修訂第
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49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97-207-6 ( 平 裝 )
NT$400
1.環境保護 2.行政管理 445.99
環境治理 / 黃之棟, 宮文祥, 賴宇松,
涂予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
空中大學, 11006 .-- 237 面; 26X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27-4-0 (平裝)
NT$260
1.環境保護 2.環境倫理學 3.環境科
學 445.99

應用化學；化工
綠色化學產業應用推廣年報. 2020 :
綠色化學產業新趨勢 / 王玉純, 林于
凱, 張育傑, 徐宏德編輯 .-- 臺北市 :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
局, 11004 .-- 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38-57-9 (平裝) NT$320
1.化學工業 2.環境教育 3.文集
460.7
食品技師考試精要. 一, 食品化學 /
陳欣郁, 連耿汶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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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自家製酒 200 品 : 1 天也可成的!果
實酒、蔬菜酒、花及香草酒、茶酒
及藥用酒全攻略 / 福光佳奈子著 ; 林
姿呈, 陳文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朱雀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5 .-208 面; 24 公分 .-- (Cook ; 50207) .-ISBN 978-986-99736-7-0 ( 平 裝 )
NT$450
1.製酒 463.81
弱滋味 : 開瓶之後,葡萄酒的純粹回
歸(經典暢銷版)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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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(飲饌風流 ; 101) .-- ISBN
978-986-459-305-7 (平裝) NT$450
1.葡萄酒 463.814
會跳舞的大象 : 林裕森的葡萄酒短
篇(經典暢銷版)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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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飲饌風流 ; 102) .-- ISBN
978-986-459-306-4 (平裝) NT$480
1.葡萄酒 463.814

製造
Arduino 最佳入門與應用 : 打造互動
設計輕鬆學 / 楊明豐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94-0 (平裝)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語言 471.516
用 micro:bit 學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:
使 用 MakeCode:Blocks / 王 麗 君 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43-6 (平裝)
1.微電腦 2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471.516

認識 3D 列印玩出獨創設計 / 鍾明桉,
許嘉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16 面;
20X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154 (平裝)
1.印刷術 477.7

商業；各種營業
明天吃什麼 : 在氣候異常、環境變
遷、全球都市化加劇的未來,如何用
更先進的科技找到人類糧食供應的
出路? / 亞曼達.利特(Amanda Little)
作 ; 王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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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41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臉 譜 書 房 ;
FS013) .-- ISBN 978-986-235-946-4 (平
裝) NT$420
1.食品業 2.食品衛生管理 3.永續農
業 481
流通冷鏈管理 : 從採購到零售 / 王翊
和, 葉佳聖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278-8-8 (平裝)
1.食品業 2.物流管理 3.供應鏈管理
481
英式下午茶的慢時光 : 維多利亞式
的紅茶美學 x 沖泡美味紅茶的黃金
法則 / 楊玉琴 Kelly 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9-468-0 (平裝) NT$360
1.茶葉 2.文化 3.英國 481.64
餐飲服務技術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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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20447-1 (平裝)
1.餐飲業 2.餐飲管理 483.8
餐飲管理 : 創新之路 / 高秋英, 林玥
秀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13-7 (平裝)
1.餐飲業管理 483.8
*我也要當 YouTuber!百萬粉絲網紅
不能說的秘密 : 拍片、剪輯、直播
與宣傳實戰大揭密 / 文淵閣工作室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92-6 (平裝)
1.網路產業 2.網路行銷 484.6
資訊安全產業發展趨勢與新創案例
= Information security / 童啟晟, 高昶
易, 李震華, 蕭榮興, 吳建興, 周哲賢,
曾華銳, 資訊應用研究團隊, 服務創
新研究團隊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資訊工 業策進 會產 業情報 研究所 ,
11004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81-821-0 (平裝) NT$12000
1.電腦資訊業 2.資訊安全 3.產業發
展 484.6
聲入 Spotify : 瑞典小新創如何顛覆
音樂產業商業模式,改變人們收聽習
慣? / 斯凡.卡爾森(Sven Carlsson), 約
納斯.萊瓊霍夫德(Jonas Leijonhufvud)
著 ; 李其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416 面; 21 公分 .-- (方向 ; 84) .-ISBN 978-986-248-974-1 ( 平 裝 )
NT$450
1.音樂 2.網路產業 3.企業經營
484.67
預見未來智造 : 活用工業 4.0 暨 IoT
驅動次世代製造與商業模式 / 石田
秀夫, 藤井広行, 辻本靖, 武田康平,
吉川太清, 稻垣敦史編撰 ; 林信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中國
生產力中心, 11005 .-- 1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254-88-8 (平裝)
NT$420
1.製造業 2.企業管理 487
「情熱」書店 : 史上最偏心!書店店
員的東京獨立書店一手訪談 / 池內
佑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小書房,
小寫出版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263-0-6 ( 平 裝 )
NT$380
1.書業 2.日本 487.631
物 業管 理研究 成果 發表會論 文集 .
2021 年第十四屆 / 呂敏如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,
11006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525-6-6 (平裝)
1.物業管理 2.文集 489.107
動 物溝通你 該知道的 事 / 林怡芳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0-75-6 ( 平 裝 )
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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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寵物飼養 2.動物心理學

489.14

觀光餐旅業導論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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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3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445-7 (平裝)
1.餐旅業 2.餐旅管理 489.2
觀光餐旅業導論完全攻略 / 吳欣惠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17-4
(平裝)
1.餐旅業 2.餐旅管理 489.2
新娘祕書實務 : 婚禮的祕密魔法師 /
張嘉苓, 黃建智, 黃盟雅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61-5-5 (平裝)
1.婚紗業 2.化粧術 3.造型藝術
489.61
花店 : 綻放的力量,溫暖人心的美好
空間 / 李奧納多.科仁(Leonard Koren)
作 ; 藍曉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
人文化實驗室, 11006 .-- 12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57-9-0 (平
裝) NT$380
1.花卉業 2.商店管理 3.生活美學
489.9

商學
商業概論(歷年試題+模擬考). 2022 /
王志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448-8 (平裝)
1.商學 490
薪傳智庫 CSR 實務商模戰略 / 薪傳
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20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41-1-5 (平裝)
1.企業社會學 490.15
麥肯錫以退為進的談判術 : 16 種方
法讓對手卸下武裝,一起把利益的餅
做大! / 寧姍作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(Smart ; 110) .-- ISBN 978-986-556425-4 (平裝) NT$280
1.商業談判 490.17

創新電子商務入門與應用 / 數位新
知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1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26-9 (平
裝) NT$360
1.電子商務 490.29
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18 / 華品文化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行銷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7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0-2-3 (平
裝)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490.99
創見者們 / 柯宗鑫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
字圖所整合行銷有限公司, 11005 .-137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90-0-0 (平裝)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490.99
點亮品牌之光 : 讓企業價值被全世
界看見. 2 / 優報導 youReport 作 .-臺北市 : 優識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企業.職
人.專訪 ; 2) .-- ISBN 978-986-99942-17 (平裝) NT$490
1.企業家 2.傳記 3.創業 490.99
大商之道 : 台灣第一代實業家走過
民營化之路 = Privatization of cemen
plants / 林孝信口述 ; 蔡玉真編撰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林燈文教公益基
金會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426-4-4 ( 平 裝 )
NT$350
1.林燈 2.臺灣傳記 3.企業管理
490.9933
和全球做生意必備商用英文 E-mail
= An effective guide to business writing
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1-551-9 (平裝)
1.商業書信 2.商業英文 3.商業應用
文 4.電子郵件 493.6
商用英文與其寫作 = Business English
and its writing / 謝宗興, 林宜樺合著 .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9548-45-8 (平裝)
1.商業書信 2.商業英文 493.6
初級會計學 / 李欣怡, 陳佳煇, 林鳳
儀, 王偉權, 余奕旻, 王麗幸, 高孟君,
潘昭儀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36 面;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11-6
(平裝) NT$620
1.初級會計 495.1

行, 11005 .-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1-94-4 (平裝) NT$500
1.行銷學 2.個案研究 496

會計學完全攻略 / 梁若涵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416-7 (平裝)
1.會計學 495.1

場景行銷模式 : 突破雜訊重圍、打
敗演算法則,在無限媒體時代刺激消
費 / 馬修.史威茲(Mathew Sweezey)作 ;
洪慧芳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34) .-- ISBN
978-986-398-670-6 (平裝) NT$480
1.行銷學 2.消費者行為 3.市場分析
496

會 計學概要 題庫解 析 / 廖瓊正編
著 .-- 高雄市 : 廖瓊正, 11004 .-- 2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271 (平裝) NT$300
1.會計學 495.1
行銷 5.0 : 打造跨世代的零阻力顧客
體驗,強化一人市場溝通效率,創造最
大的價值 / 菲利浦.科特勒, 陳就學,
伊萬.塞提亞宛著 ; 林步昇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
財經 ; BCCF0437P) .-- ISBN 978-986398-682-9 (平裝)
1.行銷學 496
看見一點未來的能力 : 年度規劃、
節慶與促銷 / 王福闓著 .-- 初版 .-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84-3-4 (平裝) NT$380
1.行銷學 496
高獲利行銷實務課 : 小公司及個人
品牌都應該知道的 B2B 集客密技 /
中野道良著 ; 王美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24-5 (平裝)
1.行銷學 2.行銷策略 496
量化行銷時代 2.0 : 貝佐斯與亞馬遜
經營團隊都在做,5 步驟啟動次世代
行銷轉型 / 珍娜.德里斯科爾.米勒
(Janet Driscoll Miller), 茱莉亞.林(Julia
Lim)著 ; 黃庭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1-01-8 ( 平 裝 )
NT$500
1.行銷學 2.統計方法 496
*量化行銷時代 : 貝佐斯與亞馬遜經
營團隊都在做,15 個關鍵行銷計量指
標 / 馬克.傑佛瑞(Mark Jeffery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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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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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覺化社交網路與電子商務 / 邱筱
雅著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邱筱
雅, 11004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05-9 (平裝) NT$350
1.電子商務 2.網路行銷 3.網路社群
496
網路行銷 36 計 / 葉松宏, 林嘉文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匠心文化創意行
銷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84-4-1 (平裝)
NT$380
1.網路行銷 496
精準激發顧客購買欲的數位行銷 :
各行各業適用! / 西井敏恭著 ; 桓田
楠末, SideRanch 漫畫 ; 陳識中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25-2 (平裝)
1.網路行銷 2.電子行銷 3.行銷策略
496
解讀數據的技術 : 韓國星巴克第一
數據科學家教你讀懂數據必問的十
道題 / 車賢那著 ; 蔡佩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出版 : 方言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79-0-7 (平裝) NT$340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者研究 496.34
瘋潮行銷 : 華頓商學院最熱門的一
堂行銷課!6 大關鍵感染力,瞬間引爆
大流行 / 約拿.博格(Jonah Berger)作 ;
陳玉娥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 362) .-- ISBN
978-957-13-8958-5 (平裝) NT$380
1.消費者行為 2.行銷策略 496.34
矽谷 B2B 業務聖經 : 以最精簡的人
力,創造 3 倍業績 / 亞倫.羅斯(Aaron
Ross)著 ; 雲翻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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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16-4 (平裝) NT$380
1.銷售管理 496.52
物流運籌管理 / 陳志騰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4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23-9 (平裝) NT$520
1.物流管理 2.物流業 496.8
從零開始讀懂零售管理 : 一本掌握
門市選址、顧客經營、賣場設計、
供應商關係、商品搭配、庫存管理
的實戰全書 / 清水信年, 坂田隆文著 ;
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15-7 (平裝) NT$450
1.零售商 2.商店管理 498.2
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 : 櫃臺
作業(微創 POS)系統&清潔作業(111
年啟用試題) / 楊潔芝, 楊麗文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3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791-9 (平裝)
1.商店管理 498.6

企業管理
企業管理 : 實務個案分析 / 戴國良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66-1 (平
裝) NT$390
1.企業管理 2.個案研究 494
我靠制度,解決 90%問題! : 前王品執
行長楊秀慧靠小框架扭轉大問題的
管理學 / 楊秀慧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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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新商業
週刊叢書 ; BW0771) .-- ISBN 978986-0734-28-7 (平裝) NT$400
1.企業管理 2.組織管理 494
專案導向企業管理. 二, 工程企業經
營管理實務教戰手冊 / 易力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力行, 11004 .-5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66-3 (平裝)
1.企業管理 2.專案管理 3.工程 494

創造與漫想 / 傑夫.貝佐斯(Jeff Bezos)
著 ; 趙盛慈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36) .- ISBN 978-986-398-671-3 (平裝)
1.貝佐斯(Bezos, Jeffrey) 2.企業經營 3.
企業領導 4.電子商務 494
管理學速成讀本 / 中川功一作 ; 趙鴻
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3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88-7 (平
裝) NT$350
1.管理科學 494
績效管理 : 評估方法與實證研究系
列 = Performance management :
evaluation methods and empirical
research series / 劉自強編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奇果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225-7-2 (平裝) NT$300
1.績效管理 494
系統模擬與 Arena 應用 / 郭幸民著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滄海圖書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15-0-8 (平裝)
1.電腦軟體 2.工業管理 494.029
LINE、星巴克教你成為 1%的賺錢
公司 : 只要學會一個動作,就能創造
10 倍的驚人成長! / 村井直志作 ; 石
學昌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(Biz ; 81) .-- ISBN 978-986-5564-23-0
(平裝) NT$320
1.企業經營 494.1
創新創業密碼 : 施振榮 Stan 哥的王
道心法 = The keys to innovation and
entrepreneurship : Stan Shih's way of
wangdao / 施振榮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
市 :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,
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管理與
法律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470-02-9
(平裝) NT$220
1.企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3.策略管理
494.1
領導者的數位轉型 / 馬可.顏西提
(Marco Iansiti), 卡林.拉哈尼(Karin R.
Lakhani)著 ; 李芳齡譯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(財經企管 ; BCB729) .-- ISBN 978986-525-142-0 (平裝) NT$450
40

1.企業經營 2.數位科技 3.領導者
494.1
數位創新 : 商業模式經濟學 / 何宗武,
薛丹琦, 謝佳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49-4 (平裝) NT$450
1.商業管理 2.數位科技 3.電子商務 4.
個案研究 494.1
主管就要這樣帶團隊 : 領導不是非
黑即白,找尋最適當的平衡,極大化你
的 團 隊 戰 力 / 喬 可 . 威 林 克 (Jocko
Willink), 萊夫.巴賓(Leif Babin)著 ; 吳
書榆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8 面;
21 公分 .-- (創新觀點) .-- ISBN 978957-08-5798-6 (平裝)
1.威林克(Willink, Jocko) 2.領導者 3.
領導統御 494.2
*經理人之道 : 技術領袖航向成長與
改變的參考指南 / Camille Fournier 原
著 ; 沈佩誼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896 (平裝)
1.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理
494.2
複製高績效 : 成功案例的萃取技術,
教你做得跟他一樣好 / 蘇文華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4-64-6 (平裝) NT$380
1.企業管理 2.組織管理 3.職場成功
法 494.2
中小企業人才發展措施及轉型關鍵
成功因素研究 = A study on talent
development measures of SMEs and key
success factors of transformation / 薛曉
珊, 林蒧均, 溫蓓章, 余佩儒, 蔡岳霖,
游以珣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2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29-9 (平裝) NT$350
1.人力資源管理 2.中小企業 494.3
AI 分析告訴你 : 前 5％菁英的做事
習慣 : 學會方法,每個人都可以成為
菁英 / 越川慎司著 ; 劉淳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

363) .-- ISBN 978-986-0742-17-6 (平裝)
NT$340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494.35

- ISBN 978-986-510-146-6 ( 平 裝 )
NT$34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
11004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44-4 (平裝) NT$550
1.財務管理 494.7

企業人破關祕笈 / 林宜璟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4-40-3 ( 平 裝 )
NT$300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494.35

讓對方一直說的 10 倍輕鬆問話術 :
內向、慢熱、不會說話沒關係!只要
學會怎麼問就好! / 西任曉子著 ; 張
婷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62) .-- ISBN
978-986-507-398-5 (平裝) NT$320
1.職場成功法 2.說話藝術 3.人際關
係 494.35

財務管理簡單學 / 王朝仕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2-08-3 (平裝)
1.財務管理 494.7

真的想成功,你得對自己多點要求 :
30 則醒腦便利貼,讓你的人生不再草
率了事 / 李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好的文化, 11005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626-97-6 ( 平 裝 )
NT$300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494.35
責任的重量 : 當責是企業菁英的態
度 負責是永不過時的素養 / 蔡賢隆,
趙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646-5 (平裝) NT$350
1.職場成功法 2.責任 494.35
提問力,決定你的財富潛力 / 朱楚文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3) .-- ISBN 978986-175-606-6 (平裝) NT$350
1.職場成功法 2.說話藝術 494.35
聰明人才懂的「清單工作術」 : 超
高效.一張清單做完所有事 / 寶拉.里
佐(Paula Rizzo)著 ; 駱香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商業周刊, 11006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藍學堂 ; 138) .-- ISBN
978-986-5519-50-6 (平裝) 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2.時間管理 3.工作效
率 494.35
臉書、Google 都在用的 10 倍故事力
/ 麥可.馬格里斯(Michael Margolis)著 ;
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 659 種)(邁向成
功 ; 80) .-- ISBN 978-986-5596-12-5
(平裝) NT$280
1.職場成功法 2.銷售 494.35
讓狂人飛工作教戰包 : 46 則好知識
形 塑出你的 職場樣 貌 / 讓狂人飛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品質管理大補帖 / 王祥全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9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34-5 (平裝) NT$400
1.品質管理 2.生產管理 494.56
圖解國際標準驗證 ISO 45001:2018 /
林澤宏, 孫政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28-9 (平裝) NT$450
1.品質管理 2.標準 494.56
賺錢公司的採購學 : 產品要想賣得
好,先得買得好。懂採購,獲利比銷售
賺更多,下一個高階主管就是你。 /
肖瀟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 (Biz ; 362) .-- ISBN 978-986-0742-114 (平裝) NT$399
1.採購管理 2.企業管理 494.57
20 道視覺化難題 : 提案、簡報、圖
表、讓數據說話、35 個案例現學現
套用,將訊息植入對方心智,讓大家都
聽你的! / 劉奕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樂園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 22 公分 .- (Job ; 10) .-- ISBN 978-986-99060-7-4
(平裝) NT$460
1.簡報 494.6
資料視覺化設計 : 設計人最想學的
視覺化魔法,將枯燥數據變成好看好
懂的圖表 / Yukari Nagata 著 ; 吳嘉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12-669-0 ( 平 裝 )
NT$550
1.圖表 2.簡報 3.視覺設計 494.6
財務管理 / 李顯儀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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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淘金時代來臨 : 企業 BI 專案建
置營運高生產力 / 王文信, 楊揚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01-95-2 ( 平 裝 )
NT$560
1.企業管理 2.管理資訊系統 494.8

社會科學類
總論
Meta 分析實作 : 使用 Excel 與 CMA
程式 / 張紹勳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83-1 (平裝) NT$480
1.社會科學 2.研究方法 3.後設分析
501.2
量化研究法. 二, 統計原理與分析技
術 / 邱皓政著 .-- 增修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004 .-- 76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2-076 (平裝)
1.量性研究 2.統計套裝軟體 501.2

統計
統計學實用 51 招 / 志賀保夫, 姬野
尚子作 ; 趙鴻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289-4 (平裝) NT$380
1.統計學 510
情報致富的 EXCEL 統計學 : 下班賺
更多,上班有錢途,大數據時代讓你早
一步財富自由的商業武器 / 涌井良
幸, 涌井貞美著 ; 陳耕利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0-16-5 (平裝) NT$430
1.統計學 2.統計分析 510

愛上統計學 : 使用 SPSS / 尼爾 J. 薩
爾金德(Neil J. Salkind), 布魯斯 B. 佛
萊(Bruce B. Frey)著 ; 莊文忠譯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5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46-3 ( 平 裝 )
NT$580
1.統計學 510
暗數據 : 被看到、被聽到、被測量
到的,往往不是「真凶」 / 大衛.漢德
(David Hand)著 ; 賴盈滿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(from ;
138) .-- ISBN 978-986-5549-96-1 (平裝)
NT$400
1.大數據 2.統計推論 511.7
SPSS 操作與應用 : 多變量分析實務
/ 吳明隆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8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682-4 (平裝) NT$800
1.統計套裝軟體 2.統計分析 3.多變
量分析 512.4
生活就是賽局 / 徐文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(富能量 ;
6) .-- ISBN 978-986-392-378-7 (平裝)
NT$300
1.博奕論 519.3

教育
當代教育議題研究 = Contemporary
education issues / 吳清山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244 面; 23 公分 .-- (高等教育系
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526-5 (平裝)
NT$350
1.教育理論 2.文集 520.107
明公啟示錄 :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. 三,
從哺乳期到口欲期奠定孩子未來人
格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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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65-8 (平裝)
NT$300
1.教育哲學 2.幼兒教育 520.11
明公啟示錄 :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. 四,
從 3 歲至 18 歲青少年的心理特徵與
教育訣竅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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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73-3 (平
裝) NT$300
1.教育哲學 2.子女教育 520.11
創價教育學體系. 2 / 牧口常三郎著 ;
劉焜輝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創價文教基金會, 11004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教育叢書 ; 6) .-- ISBN
978-957-9566-73-5 (平裝) NT$200
1.教育哲學 2.日本 520.131
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? : 貧富不均
下的育兒經濟學 / 馬蒂亞斯.德普克
(Matthias Doepke), 法布里奇歐.茲里
波提(Fabrizio Zilibotti)著 ; 吳凱琳, 劉
復苓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1
公分 .-- (家庭與生活 ; 70) .-- ISBN
978-626-305-013-6 (平裝)
1.家庭教育 2.教育經濟學 520.1855
讓考試讀書變簡單的高效學習 : 找
到自己的大腦學習模式,融合學霸讀
書心法,讀書與工作都比別人輕鬆 /
丹尼.亞曼(Daniel G. Amen)作 ; 陳佳
伶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Trend) .-- ISBN 978-957-658-554-8 (平
裝) NT$380
1.學習方法 2.讀書法 3.腦部 521.1
一次通過的超速考試法 : 考試之神
的應考戰略,學生、公職、專業證照
短期考取 / 超速太朗著 ; 王岑文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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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118-0 (平裝)
1.讀書法 2.學習方法 3.考試指南
521.16
學習評量精要 75 講 / 吳明隆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702-9 ( 平 裝 )
NT$620
1.教育測驗 2.學習評量 521.3
為什麼是個案? / 黃思明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
進基金會, 11005 .-- 390 面; 26 公分 .- (智勝經管系列) .-- ISBN 978-98682079-2-9 (平裝) NT$6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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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學方案 2.寫作法 3.個案研究
521.4
教學原理與設計 / 周新富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8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30-2 ( 平 裝 )
NT$550
1.教學理論 2.教學設計 3.教學法
521.4
研學旅行與觀光工廠 / 樊昊, 黎嬌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商鼎數位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44-195-5 (平裝)
1.戶外教學 2.旅遊 3.工廠 4.文集
521.5407
找找看!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.
恐龍篇 / 紙上魔方編繪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743-2 (精裝) NT$280
1.兒童遊戲 2.益智遊戲 3.兒童教育
523.13
彩色視覺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文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96 面; 23X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36-8 ( 平 裝 )
NT$160 .-- ISBN 978-986-5500-37-5
(精裝) NT$180
1.兒童遊戲 2.視覺 523.13
黑白視覺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文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96 面; 23X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38-2 ( 平 裝 )
NT$160 .-- ISBN 978-986-5500-39-9
(精裝) NT$180
1.兒童遊戲 2.視覺 523.13
123 學習圖典 / 人類文化編輯部文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96 面; 24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44-3 (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500-45-0
(精裝) NT$220
1.數學教育 2.數字 3.學前教育
523.23
ABC.ㄅㄆㄇ圖典 / 人類文化編輯部
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44 面; 17X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35-1 (精裝)
NT$180
1.英語教學 2.漢語教學 3.學前教育
523.23

ABC 學習圖典 / 人類文化編輯部
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 24X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00-42-9 (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500-43-6
(精裝) NT$220
1.英語教學 2.字母 3.學前教育
523.23
ㄅㄆㄇ學習圖典 / 人類文化編輯部
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 24X23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00-33-7
(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50034-4 (精裝) NT$220
1.漢語教學 2.注音符號 3.學前教育
523.23
身體變變變翻翻書 / ENJOY 美術創
意事業部策劃 ; 章毓倩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0 面; 22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5-09-4 ( 活 頁 裝 )
NT$280
1.記憶 2.學前教育 523.23
按一按,聽一聽 : 叭!這是什麼交通工
具?點讀有聲書 / 花大鼻小文青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0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11-7 (精裝)
NT$680
1.學前教育 2.運輸工具 3.聲音
523.23
按一按,聽一聽 : 吼!這是什麼動物?
點讀有聲書 / 葉于瑄繪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5-10-0 (精裝) NT$680
1.學前教育 2.動物 3.聲音 523.23
媽媽問寶寶答 : 2-6 歲益智啟發 / 海
豚低幼館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
15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276 (精裝) NT$200
1.學前教育 2.益智遊戲 523.23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
15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283 (精裝) NT$200
1.學前教育 2.認知學習 3.語言訓練
523.23
媽媽問寶寶答 : 2-6 歲邏輯判斷 / 海
豚低幼館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
15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290 (精裝) NT$200
1.學前教育 2.邏輯 523.23
媽媽問寶寶答 : 2-6 歲觀察分析 / 海
豚低幼館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
15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306 (精裝) NT$200
1.學前教育 2.觀察學習 523.23
漢字奧秘大迷宮 : 上一上,下一下 /
小象漢字著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64 面; 28 公分 .-- (字然課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90-735-1 (平裝)
NT$128
1.學前教育 2.識字教育 3.漢字
523.23
漢字奧秘大迷宮 : 白白屋,黑黑瓦 /
小象漢字著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64 面; 28 公分 .-- (字然課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90-738-2 (平裝)
NT$128
1.學前教育 2.識字教育 3.漢字
523.23
漢字奧秘大迷宮 : 向左轉,向右轉 /
小象漢字著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64 面; 28 公分 .-- (字然課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90-736-8 (平裝)
NT$128
1.學前教育 2.識字教育 3.漢字
523.23

媽媽問寶寶答 : 2-6 歲記憶思考 / 海
豚低幼館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96 面;
15X1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00-31-3 (精裝) NT$200
1.學前教育 2.記憶 3.思考 523.23

漢字奧秘大迷宮 : 開著門,關著門 /
小象漢字著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64 面; 28 公分 .-- (字然課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90-734-4 (平裝)
NT$128
1.學前教育 2.識字教育 3.漢字
523.23

媽媽問寶寶答 : 2-6 歲認知表達 / 海
豚低幼館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
漢字奧秘大迷宮 : 誰的多,誰的少 /
小象漢字著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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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64 面; 28 公分 .-- (字然課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90-737-5 (平裝)
NT$128
1.學前教育 2.識字教育 3.漢字
523.23
繪本九宮格 : 臺南市學前巡迴輔導
教師教材研發社群成果. 108-109 年
度 / 廖婉霖, 黃怡華, 何思璇, 陳巧玲,
陳修敏, 鄭立文, 吳聆綾, 郭西蓉, 陳
李閩萱, 陳思宇, 蔡慈娥編著 .-- 臺南
市 :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, 11004 .-- 22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096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教材編制 3.繪本
523.23
關 於 音 樂 你 想 知 道 什 麼 ? / Katie
Daynes 作 ; Elisa Paganelli 插畫 ; 張之
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8-79-9 ( 精 裝 )
NT$450
1.音樂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3.23
用 字 卡 說 故 事 = Eine Geschichte
erzählt mit Wortkarten / 周盈萱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周盈萱, 11004 .-- 85
面; 21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57-43-8771-7 (平裝) NT$460
1.漢語教學 2.小學教學 523.311
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. 1, 做個有故
事的人 / 陳麗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29-6 (平裝) NT$360
1.漢語教學 2.閱讀指導 3.小學教學
523.311
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. 2, 遇見更好
的自己 / 陳麗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32-6 (平裝) NT$360
1.漢語教學 2.閱讀指導 3.小學教學
523.311
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. 3, 成為自己
的太陽 / 陳麗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33-3 (平裝) NT$360
1.漢語教學 2.閱讀指導 3.小學教學
523.311

孩子的作文心智圖創意聯想 / 王麗
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290-9 (平裝)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小學教學
523.313
誰說我是一本作文書. 進階 / 李薇薇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銀河文化,
11006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50-9-6 (平裝) NT$350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寫作法 4.初等
教育 523.313
誰說我是一本作文書. 初階 / 李薇薇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銀河文化,
11006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50-8-9 (平裝) NT$320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寫作法 4.初等
教育 523.313
孩子一學就會的黃金口才課 / 吳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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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教養
方舟) .-- ISBN 978-986-06425-7-5 (平
裝) NT$360
1.演說術 2.初等教育 523.316
阿迪牯遊客記 / 廖美玲, 黃綠琬, 劉
慧萍, 周彥瑜, 黃伃君編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客家委員會, 11004 .-- 208
面; 30 公分 .-- (客語學習教材) .-ISBN 978-986-5434-30-4 (平裝附隨身
碟)
1.客語 2.鄉土教學 3.小學教學
523.317
國小數學全攻略. 3 上 / 許世宏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998-0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523.32
國小數學總複習. 2 年級 / 許世宏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997-3 (平
裝)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523.32
*Google 酷學習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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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806-57-5 (平裝)
NT$250
1.資訊教育 2.網際網路 3.初等教育
523.38

Inkscape 繪圖創客萬花筒 / 陳淑鈴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無限可能創意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042-94-1 (平
裝)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繪圖 3.電腦軟體 4.
初等教育 523.38
PhotoCap6 影像處理輕鬆學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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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99010-4-8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數位影像處理 3.中小
學教育 523.38

鄉竹灣國民小學, 11005 .-- 23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7-60-3 (精
裝)
1.澎湖縣西嶼鄉竹灣國民小學
523.833/141
我所觀察到的美國小學教育 : 尊重、
自然、自主、多元、開放、核心素
養導向 / 林政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84-8 (平裝) NT$300
1.初等教育 2.美國 523.952

SCRATCH 輕鬆學 / 吳仁智, 林純夙,
林耕生, 林景盛, 陳俊宏, 黃資貴作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教育
局, 11005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8-83-6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電腦動畫設計 3.初等
教育 523.38

啟動變革 : 我們一起培力吧! = Be
unique;Have fun together! / 簡菲莉作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
前教育署, 11004 .-- 19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0-11-4 ( 平 裝 )
NT$280
1.教學研究 2.教學法 3.中等教育
524.3

影音運算大作戰 / 莊雅景, 陳盛澤,
廖憲邦, 蔡明諺, 賴春旭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, 11005 .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8-82-9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多媒體 3.數位影像處
理 4.中小學教育 523.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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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59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55-8-6 (下卷:平裝)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
影音編輯我最行 / 李宗欣, 林彩芯,
張夙惠, 陳榮原, 鄭昌和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, 11005 .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8-84-3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多媒體 3.數位影音處
理 4.中小學教育 523.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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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55-6-2 (下卷:平裝)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
簡報製作小學堂 / 林秀珍, 張字和,
張鴻恩, 劉明合, 鄭百森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, 11005 .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8-81-2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簡報 3.初等教育
523.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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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55-7-9 (下卷:平裝)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
自學.共好.有策略 : 我會策畫主題創
意展 / 陳欣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(小魯優
質教學 ; BGT075) .-- ISBN 978-957490-540-9 (平裝) NT$390
1.展覽 2.設計 3.中小學教育 523.39

理想的讀本 : 國文 / 向鴻全, 江江明,
何淑貞, 李玲珠, 林淑貞, 張麗珠, 陳
惠齡, 彭鏡禧, 黃雅莉, 楊宗翰, 羅智
成, 蘇珊玉撰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一爐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財團法人
漢光教育基金會, 11004 .-- 400 面; 26
公分 .-- (傳世經典 ; 4-) .-- ISBN 978986-98484-3-5 (第 4 冊:平裝) NT$480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
竹灣慶百年 風情展萬千 : 澎湖縣竹
灣國小 100 週年校慶專刊 / 黃新峰
主編 .-- 澎湖縣西嶼鄉 : 澎湖縣西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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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一 / 李秉
儒, 李子敏, 陳克明, 陳怡伶, 孔令竹,
陳玠何, 黃倩鈺, 鄭資靜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03-5 (平裝)
1.國文科 2.中等教育 524.311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第三冊 /
林承遠, 林晏如, 洪㜋茹, 張梓萱, 劉
芳瑜, 歐家榮, 蔡穎慧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88-7 (平裝)
1.國文科 2.中等教育 524.311
文遠作品集. 第八輯 / 居仁國中國文
科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
中學, 11005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8-86-7 (平裝)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中等教育
524.313
會考作文點鐵成金 / 徐昌瑋作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螢 火 蟲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57-3 (平裝) NT$280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寫作法 4.中等
教育 524.313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. 第一冊 /
尤愛慈, 林曉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43-1 (平裝)
1.地理 2.中等教育 524.34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歷史. 第一冊 /
林怡慧, 蘇瑞凱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70-2 (平裝)
1.歷史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4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歷史. 第二冊 /
郭雅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037-0 (平裝)
1.歷史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4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歷史. 第三冊 /
郭雅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036-3 (平裝)
1.歷史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4

課綱中的世界史 / 吳翎君, 翁嘉聲,
張學明, 花亦芬, 陳正國, 萬毓澤, 黃
文齡, 林長寬, 賴惠敏, 陳思仁, 劉文
彬, 林志宏, 魏楚陽, 湯志傑, 巨克毅,
張小虹著 ; 陳思仁, 韓承樺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05-3325-5 ( 平 裝 )
NT$760
1.歷史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4
學測物理. 下 : 電磁、能量與量子 /
施百俊, 許華書, 盧政良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38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60-9 ( 平 裝 )
NT$290
1.物理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動手入門 Onshape 3D 繪圖到機構製
作 / 趙珩宇, 張芳瑜編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46-7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繪圖 3.中等教育
524.375
抱佛腳!指考英單,考前 10 分鐘閃讀
本 / 張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
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(速充 Focus ; 5) .-- ISBN
978-986-271-903-9 (平裝) NT$350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等教育
524.38
迎戰 108 新課綱 : 高中英文進階字
彙. Level 5 / 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(108
課綱核心素養. 升大學系列 ; A95) .-ISBN 978-986-99775-7-9 ( 平 裝 )
NT$240
1.英語教學 2.讀本 3.中等教育
524.38
迎戰 108 新課綱 : 高中英文進階字
彙. Level 6 / 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(108
課綱核心素養. 升大學系列 ; A96) .-ISBN 978-986-99775-8-6 ( 平 裝 )
NT$240
1.英語教學 2.讀本 3.中等教育
524.38
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70 週年校慶紀念
特刊 = National Kinmen Senior Hig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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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hool / 呂世璋, 洪麗淑總編輯 .-- 金
門縣金城鎮 :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,
11005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1-28-8 (精裝)
1.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524.8231/205
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保健教學實務
技術報告 / 任曉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鼎書局, 11004 .-- 124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23-4-3 (平裝)
NT$300
1.高等教育 2.教學研究 3.食品衛生
管理 525.3
看見教育的光 : 中原大學的全人之
道 / 林慧君, 羅秀文, 蕭玉品, 樊語婕
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(智富天下 ; 7) .-- ISBN 978986-398-676-8 (平裝) NT$380
1.全人教育 2.高等教育 525.33
科學建模探究與動手做科學 : 兼論
科學通識教育 = Scientific modelling
inquiry and hands-on science / 洪振方,
林振欽, 林建良, 謝甫宜作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, 11004 .- 210 面; 21 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
文 .-- ISBN 978-986-99297-7-6 (平裝)
NT$320
1.科學教育 2.通識教育 3.文集
525.3307
EXPLORER 長榮 大 學探 索者 成 果 .
2021. Vol.5 / 丁碧惠總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,
11006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358-86-9 (平裝)
1.高等教育 2.社會服務 3.志工 4.文
集 525.39
私立大專院校轉型與退場之政策問
題及解決策略研究 / 黃政傑, 高新建,
成群豪, 劉秀曦, 陳韋婷, 戴怡圓, 高
嘉蔚作 ; 黃昆輝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
會, 11004 .-- 4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036-4-6 (平裝) NT$450
1.高等教育 2.學校管理 525.6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社會心理學
群) / 于菲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4 .-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13-0 (平裝) NT$300
1.大學入學 2.入學甄試 525.611
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資訊學群) /
吳鋼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30-7 (平
裝) NT$300
1.大學入學 2.入學甄試 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管理學群) /
張奇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16-1 (平
裝) NT$300
1.大學入學 2.入學甄試 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數理化學群化學類) / 吳鋼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29-1 (平裝) NT$300
1.大學入學 2.入學甄試 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數理化學群數理類) / 劉基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14-7 (平裝) NT$300
1.大學入學 2.入學甄試 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醫藥衛生學
群) / 劉靖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4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12-3 (平裝) NT$350
1.大學入學 2.入學甄試 525.611
研究生的第一本書 : 從研究所畢業 /
林香河, 林進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10-4 (平裝) NT$280
1.研究所 2.考試指南 525.74
玄奘大學校刊. 2021 : 壯志凌雲.玄奘
圓夢 / 邱琪瑄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
市 : 玄奘大學, 11004 .-- 10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383-12-0 (平裝)
1.玄奘大學 525.833/112
當代臺灣教育政策議題分析 / 楊思
偉, 張碧如, 葉天喜, 林政逸, 潘玉龍,
黃志雄, 王淑玲, 蔡霈瑀, 張雅玲, 周
均育, 許碧蕙, 李宜麟, 郭冠毅, 葉川
榮, 王建堯, 梁慶銅, 劉雅婷, 林思騏
合著 ; 楊思偉, 林政逸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12-8 (平裝) NT$360
1.教育政策 2.文集 3.臺灣 526.1107

變革時代的校長領導 : 理論與實踐 =
Principle leadership in times of change :
theory and practice / 謝傳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(教育行
政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516-6
(平裝) NT$400
1.校長 2.領導 3.學校管理 526.42
輕課程 寓教於樂科學思路 從遊戲中
培養科學思維與科學素養 : 含科學
思路桌遊包 / 張欣怡, 劉玹伶, 林君
耀, 陳馬克, 王家琛, 陳文輝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2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244-3 (平裝)
1.國民教育 2.科技素養 3.公民教育
526.8
一起陪孩子找幸福 : 給專業助人者
的系統合作完全手冊 / 趙文滔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4 面; 23 公
分 .-- (教育輔導系列 ; N156) .-- ISBN
978-957-693-953-2 (平裝) NT$499
1.教育輔導 527.4
校園性別事件處理參考手冊 / 呂郁
原, 魏素鄉, 李畇龍主編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, 11004 .-- 233 面;
30 公分 .-- (新北市友善校園學生事
務 與 輔 導 工 作 系 列 叢 書 ) .-- ISBN
978-986-5462-25-3 (平裝)
1.學校安全 2.性別平等 527.59
在家也能蒙特梭利 / 提姆.沙丁(Tim
Seldin)作 ; 許妍飛, 林以舜譯 .-- 第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08 面; 24 公分 .-- (家庭
與生活 ; 69) .-- ISBN 978-957-503991-2 (平裝) NT$420
1.親職教育 2.蒙特梭利教學法
528.2
我不是故意的!爸爸媽媽請耐心教我 :
理解小小孩的各種情緒,跟著小傑老
師一起看見每個孩子最與眾不同的
本質! / 趙啟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(成長樂教 ; 01) .-ISBN 978-986-302-588-7 ( 平 裝 )
NT$42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528.2
矽谷工程師爸爸的超強思維導圖課 /
憨爸(趙昊翔), 小楊老師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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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287-9 (平裝)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思維方法
528.2
教養百事 Best 100 : 專家認證有效,
對孩子最重要! / 加藤紀子作 ; 林嘉
惠, 黃瓊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
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(關懷教養 ; 24) .-ISBN 978-986-134-384-6 (平裝)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528.2
蒙特梭利的父母說話課 / 島村華子
著 ; 陳冠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親子田系列 ;
44) .-- ISBN 978-986-507-390-9 (平裝)
NT$36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蒙特梭利
教學法 528.2
聽話,不要一直看手機 / 汪培珽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愛孩子愛自己,
11005 .-- 28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969-8-6 (平裝) NT$32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親子關係
528.2
不會哭不會笑的獅子 : 情緒的表達 /
張秋生文 ; 林明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國語
週刊圖書館系列. 情商繪本精選
輯) .-- ISBN 978-986-06466-0-3 (精裝)
NT$280
1.生活教育 2.情緒管理 3.繪本
528.33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8 : 我會打招
呼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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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94-0-6 (平裝
附光碟片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528.33
我是公主 : 待人處事的智慧 / 張晉霖
文 ; 林明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
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國語週刊
圖書館系列. 情商繪本精選輯) .-ISBN 978-986-06466-2-7 ( 精 裝 )
NT$280
1.生活教育 2.人際關係 3.繪本
528.33

我愛我自己 / 王元容作 ; 吳嘉鴻插
圖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53-26-5 (精裝)
NT$35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528.33
要先問一下哦! / 茱麗葉.克萊爾.貝爾
(Juliet Clare Bell)著 ; 艾碧嘉.湯普金
斯(Abigail Tompkins)繪 ; 張耘榕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 面; 24X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61-6 (精裝)
NT$280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書桌和文具,怎麼活用才好呢? / 李高
銀文.圖 ; 林玗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(小魯知識
繪本) .-- ISBN 978-986-5566-58-6 (精
裝) NT$350
1.生活教育 2.初等教育 3.繪本
528.33
停下來,想想看! : 黃彥鈞給孩子的情
緒控制繪本 / 黃彥鈞文 ; 許匡匡圖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0 面; 26 公分 .-(繪本 ; 274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305-011-2 (精裝) NT$400
1.生活教育 2.情緒管理 3.繪本
528.33
災難降臨!你準備好了嗎? / 陶綺彤編
劇 ; 子詡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
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76
面; 23 公分 .-- (身體守護星 ; 4) .-ISBN 978-986-5556-12-9 ( 平 裝 )
NT$280
1.安全教育 2.兒童教育 3.漫畫
528.38
藝綻苗北 : 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年
刊. 109 年 = Art blossoms in Miaobei :
Miaobei Art Center annual. 2020 / 林佳
瑩主編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苗栗縣苗
北藝文中心, 11004 .-- 12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74-1 (精裝)
1.苗北藝文中心 528.4163
餐旅群專題實作 / 陳紫玲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93-2-2 (平裝) NT$400
1.餐旅管理 2.技職教育 528.83

升科大四技 : 餐飲服務技術. 2022 最
新版 / 張朠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 4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3-745-1 (平裝) NT$500
1.餐飲業 2.餐飲管理 3.技職教育
528.831
行銷與服務 / 呂安文, 郭靜宜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61-6-9 (上冊:平裝)
1.行銷學 2.服務業 3.顧客服務 4.技
職教育 528.831
臺灣工業教育搖籃 : 臺北工業學校 /
鄭麗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出
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
基金會發行, 11004 .-- 400 面; 25 公
分 .-- (臺灣工程教育史. 2. 第貳篇) .- ISBN 978-986-5635-52-7 ( 精 裝 )
NT$980
1.臺北工業學校 2.工業職業教育 3.
教育史 4.日據時期 528.8352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3 / 陳儀
蓁, 陳克嫻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035-6 (平裝)
1.技職教育 2.國文科 528.84
肆拾金好 : 金門農工四十週年校慶
專刊 / 許乃忠, 莊明娟, 呂永裕, 張原
魁編輯 .-- 金門縣金湖鎮 : 國立金門
高級農工職業學校, 11005 .-- 251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09-5
(精裝)
1.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528.8931/205
生態體育旅遊與體育研學旅行 / 劉
冬, 樊昊, 李奇琦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44-196-2 (平裝)
1.運動 2.生態旅遊 3.體育教學
528.9
參與籃球活動者深度休閒與生活滿
意度關係研究 : 身心健康中介效應
的 檢 驗 =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
between serious leisure and life
satisfaction of participants in basketball
activities :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
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/ 李偉民
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顏襄數位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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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17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141-4-7 ( 平 裝 )
NT$300
1.運動心理 2.休閒活動 3.籃球
528.9014
運動改造大腦 : 活化憂鬱腦、預防
失智腦,IQ 和 EQ 大進步的關鍵 / 約
翰.瑞提(John Ratey), 艾瑞克.海格曼
作 ; 謝維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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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299 面; 23 公分 .-- (野人家 ; 43) .-ISBN 978-986-384-512-6 (平裝)
1.運動心理 2.運動生理學 3.運動療
法 4.運動健康 5.腦部 528.9014
德育视域下新兴体育与研学旅行 /
刘冬, 罗璇, 吴佳峻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德育視域下新興體育與研學旅行 .-ISBN 978-986-144-197-9 (平裝)
1.體育 2.文集 528.907
體育行政概論 / 邱金松, 楊宗文, 劉
照金, 張俊一, 官文炎, 張智涵, 陳金
盈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
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50-0 (平裝)
NT$380
1.體育行政 528.91
運動場地設施實務技術報告 / 劉昆
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7-164-5 (平裝)
NT$500
1.運動場地 2.設備管理 528.924
程派八卦掌 / 涂行健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逸文武術文化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82 面; 23 公分 .-- (武系列 ;
A540) .-- ISBN 978-986-98735-7-4 (平
裝) NT$360
1.拳術 2.中國 528.972
*學院太極的文化傳承與實踐 =
College taichi : heritage and practice /
馬莉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莉君,
11003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63-2 (平裝) NT$380
1.太極拳 528.972
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. 第 43 屆 =
Session of Chinese Taipei Olympic
Academy. 43rd /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
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華奧林匹克委

員會, 11004 .-- 121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346-9-1 (平裝)
1.奧林匹克運動會 2.文集
528.982207
秘魯僑教三十年見聞 / 袁頌安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6 面; 21 公分 .- (社會科學類 ; PF0293)(Viewpoint ;
61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908-3 (平裝) NT$320
1.華僑教育 2.秘魯 529.3582
我的閱讀課 : 排灣族的生活科學(教
學手冊) / 陸怡琮主編 ; 陸怡琮, 方志
豪, 江良捷, 李燕芳, 林怡君, 林依蘋,
林福基, 陳秀玲, 黃雅玲, 曾喬嫈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7-165-2 ( 平 裝 )
NT$200
1.原住民族教育 2.科學教育 3.排灣
族 529.47
全方位設計學習 = Universal design
for learning (UDL) / 王立志, 朱慧娟,
何美慧, 李芃娟, 林千玉, 林淑玟, 林
慶仁, 高振耀, 陳淑華, 曾怡惇, 曾明
基, 詹士宜, 蔡淑妃作 ; 何美慧主編 .- 臺南市 : 國立臺南大學, 11004 .-258 面; 27 公分 .-- (特教叢書 ; 第 62
輯) .-- ISBN 978-986-98248-8-0 (平裝)
1.特殊教育 2.教學設計 3.文集
529.607

禮俗；民族學
客家與族群研究的技藝 / 宋文里, 李
文玫, 林正慧, 林本炫, 林靖修, 柯瓊
芳, 洪馨蘭, 張維安, 張陳基, 許維德,
徐盈佳, 陶振超, 潘怡潔, 潘美玲, 劉
慧雯, 簡美玲作 ; 張維安, 潘美玲, 許
維德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
明交通大學出版社, 11005 .-- 352 面;
23 公分 .-- (族群與客家系列) .-ISBN 978-986-5470-03-6 ( 平 裝 )
NT$420
1.客家 2.民族研究 3.民族文化 4.文
集 536.21107
臺灣的海外客家研究 / 張翰璧, 蕭新
煌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13-3 (平
裝) NT$650
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3.文集
536.21107
熱什哈爾 : 珍貴的露珠 : 穆斯林族群
的壯麗與悲絕 / 關裏爺著 ; 張承志,
馬學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
灣分公司出版, 11006 .-- 384 面; 23
公分 .-- (黃金之葉 ; 24) .-- ISBN 978986-98990-7-9 (平裝) NT$480
1.回族 2.民族史 3.史料 4.清代
536.24
Pasikau 臺東桃源部落 : 種是為了你 /
胡欽福, 陽美花撰文 .-- 第二版 .-- 臺
東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
東林區管理處, 11005 .-- 23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25-5 (平
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350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布農族 3.粟 4.臺
東縣延平鄉 536.333
Sapulju 臺東新興部落 : 小鳥 Follow
米 / 林志興, 劉瓊蓮撰文 .-- 第二版 .- 臺東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
臺東林區管理處, 11005 .-- 16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24-8 (平
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350
1.臺灣原住民族 2.排灣族 3.粟 4.臺
東縣金峰鄉 536.3361
他里霧草原誌 / 廖敦如總編輯 .-- 雲
林縣虎尾鎮 :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多
媒體設計系, 11004 .-- 62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421-3-6 (平裝)
NT$300
1.平埔族群 2.民族文化 3.歷史 4.雲
林縣斗南鎮 536.339
他們不求最好,著眼於特別 : 猶太人
為什麼這麼會賺? / 洪益熹著 ; 邱麟
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2-05-3 ( 平 裝 )
NT$399
1.猶太民族 2.民族文化 3.創意 4.成
功法 536.87
阿傑話節氣 / 黃世傑撰述 .-- 宜蘭縣
五結鄉 : 黃世傑, 11004 .-- 17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30-1 (平
裝)
1.節氣 2.歲時節令 538.59
日本的滋味 : 異國勞工食品、國民
料理、全球文化符碼,一部日本戰後
拉麵史 / 喬治.索爾特(George Solt)著 ;
李昕彥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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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八旗人
文 ; 18) .-- ISBN 978-986-5524-86-9
(平裝) NT$380
1.飲食風俗 2.日本 538.7831
小吃碗上外太空 / 包子逸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看世
界的方法 ; 194) .-- ISBN 978-98606075-4-3 (平裝) NT$400
1.飲食風俗 2.小吃 3.臺灣 538.7833
為什麼雞捲裡沒有雞? : 20 道常民經
典食的前世今生與風味探索 / 陳靜
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79-5 (平
裝) NT$499
1.飲食風俗 2.食譜 3.臺灣 538.7833
法國美食傳奇 / 韋弗利.魯特(Waverly
Root)作 ; 傅士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
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(Food ;
9) .-- ISBN 978-986-99496-8-2 (平裝)
NT$650
1.飲食風俗 2.烹飪 3.法國 538.7842
餐桌上的旅行家 : 向義大利傳奇美
味致敬 / Alex Lu 著 .-- 臺北市 : 博大
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74-3-8
(平裝) NT$480
1.飲食風俗 2.文化 3.義大利
538.7845
石碇相褒歌 / 林金城, 許亮昇編著 .-新北市 : 昊天嶺文史工作室, 11005 .- 20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9156-4-6 (平裝)
1.民謠 2.新北市石碇區
539.133/103

社會學
中國中古的社會與國家 : 3 至 9 世紀
帝京風華、門閥自毀與藩鎮坐大 /
盧建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高地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1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24-51-8
(平裝) NT$400
1.社會史 2.中古史 3.中國史 540.92

似水年華 = In search of time / 張崑陽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
經濟民主連合, 11004 .-- 11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12-4-3 (平
裝)
1.社會發展 2.社會史 3.文化史 4.香
港特別行政區 540.92
聖明極盛之世 : 明清社會史論集 / 徐
泓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84 面; 21
公分 .-- (歷史大講堂) .-- ISBN 978957-08-5828-0 (平裝)
1.社會史 2.明代 3.清代 540.9206
公民社會與人權導讀 / 許育典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517-3 (平裝) NT$300
1.公民社會 2.人權 541
華人社會與文化. 文化思想篇 / 劉國
平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65-1 (平
裝) NT$300
1.中國文化 2.人文思想 541.262
華人社會與文化 : 試題本 / 新學林華
語文編委會編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
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059-0 (平裝) NT$250
1.中國文化 2.問題集 541.262022
喂喂老房子 / 黃博鈞文字 ; 林嘎嘎插
畫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文化部文化資
產局, 11005 .-- 91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323-3 (平裝)
1.文化資產保存 2.歷史性建築 3.通
俗作品 541.27
文化創意 : 產業、就業與創業 / 張耀
文, 張榕茜, 李秉儒, 張智琦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46-8 ( 平 裝 )
NT$500
1.文化產業 2.創意 3.創業 541.29
台灣城鄉圖誌 : 在地文化的深耕與
發揚 : 看見台灣文化的文采與泥香 /
曾彥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明目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67-2-3
(平裝) NT$200
1.文化研究 2.區域開發 3.社區發展 4.
臺灣 541.2933

*人類憑什麼 : 覓食者、農民、與化
石燃料 : 人類價值觀演進史 / 伊安.
摩里士(Ian Morris)著 ; 李函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堡壘文化, 11005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亞當斯密 ; 11) .-- ISBN 978986-06022-5-8 (平裝) NT$580
1.社會變遷 2.社會演化 3.社會價值 4.
文明史 541.4
帶光給世界 : 為人類未來奮鬥 : 5G,
擴增實境和物聯網 / 傑瑞米.納德勒
(Jeremy Naydler)著 ; 何修瑜, 蔡宜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宇宙織錦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 (Freshing 系列 ; CAF101) .-- ISBN
978-986-91986-9-1 (平裝) NT$420
1.資訊社會 541.415
晨讀 10 分鐘 : 未來世界我改變 / 林
倖妃, 徐重仁, 蔡佩烜等作 ; 藍偉瑩
選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(晨讀 10 分鐘系列 ; 41) .-ISBN 978-626-305-002-0 ( 平 裝 )
NT$320
1.永續發展 2.社會發展 3.經濟發展
541.43
*宣傳機器 : 注意力是貨幣、按讚是
引擎,人人都是數位市場商人 / 思南.
艾瑞爾(Sinan Aral)著 ; 許貴運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12 面; 21
公分 .-- ( 財經 企 管 ; BCB731) .-ISBN 978-986-525-148-2 (平裝)
1.大眾傳播 2.網路傳播 3.網路社群
541.83
*全媒體時代的挑戰與機會 傳播技
能培育的教學實踐與創新 : 從學術
殿堂到學習場域 / 柯秀卿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0-179-1 ( 平 裝 )
NT$300
1.媒體素養 2.傳播教育 541.8303
中學生晨讀 10 分鐘 : 未來媒體我看
見 / 黃哲斌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晨讀 10 分鐘系
列 ; 42) .-- ISBN 978-626-305-003-7
(平裝) NT$320
1.媒體素養 2.傳播教育 541.83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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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人地球 : 全面改寫經濟、政治、
國際局勢的人口崩潰之戰 / 達瑞爾.
布瑞克(Darrell Bricker), 約翰.伊比森
(John Ibbitson)著 ; 李祐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(FUTURE 系統 ; 9) .-- ISBN 978-9579054-92-8 (平裝) NT$400
1.人口轉型 2.人口問題 3.經濟發展
542.13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年報. 109 年度
= 2020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
annual report /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[編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力發展署, 11004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44-2 ( 平 裝 )
NT$500
1.職業訓練 2.就業輔導 3.職業輔導
542.75
日本畢業生就職內定機制之研究 =
The study on before graduation
employment notice system in Japan / 楊
裕如, 周兆昱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26-8 (平裝) NT$200
1.就業 2.就業輔導 3.日本 542.77
青年職涯發展關鍵任務收斂與意象
分析 = Convergence and image analysis
of key tasks in youth career
development / 陳雅惠, 游鎮豪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
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45-9 (平裝)
NT$300
1.勞工就業 2.勞動政策 542.77
高中職畢業生職涯發展及就業態樣
之 研 究 = Research on the career
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pattern of
senior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
graduates / 楊裕如, 郭經華, 劉家樺,
季振忠, 林盈蓁, 吳東陽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293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49-7 ( 平 裝 )
NT$300
1.勞工就業 2.勞動政策 3.青年
542.77
你是我心中溫暖的光 / 福智文化編
輯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智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15

公分 .-- (亮點 ; 6) .-- ISBN 978-98698982-6-3 (平裝) NT$360
1.家庭關係 2.親子關係 544.1
家人使用說明書 : 腦科學專家寫給
總是被家人一秒惹怒的你 / 黑川伊
保子著 ; 楊毓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110-7 (平裝) NT$300
1.家庭關係 2.生活指導 544.14
親密關係暴力 : 以愛為名的虐待與
傷害,家暴不為人知的可怕之處 / 瑞
秋 . 路 易 斯 . 斯 奈 德 (Rachel Louise
Snyder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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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09-90-3 ( 平 裝 )
NT$480
1.家庭暴力 544.18
如何相愛不相害 : 從依附、怨懟、
到彼此成全。透過家族治療,探索影
響你一生家庭關係的自我成長修復
書。 / 李南玉作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心發現 ; 11) .-- ISBN 978986-06195-5-3 (平裝)
1.家族治療 2.家庭關係 3.家庭心理
學 544.186
那些婚後才發生的事 / 英朱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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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010-2 (平裝)
1.婚姻 2.兩性關係 3.生活指導
544.3
女力綻放 : 比起成就別人,現在我更
想成為自己 / 陳珮雯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5 .-- 19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93-4-7 (平
裝) NT$360
1.離婚 2.女性 3.自我實現 544.361
你 怎 麼 可 能 交 不 到 女 朋 友 / Mr.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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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13-8894-6
(平裝) NT$350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544.37
女人與女孩的原罪 : 以滿口髒話、
粗魯行為訴諸憤怒,是女性可以擁有

的 嗎 ? / 莫 娜 . 艾 塔 哈 維 (Mona
Eltahawy)著 ; 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5-3324-8 (平裝) NT$380
1.女性主義 2.女權 544.52
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 / 奇瑪曼
達.恩格茲.阿迪契(Chimamanda Ngozi
Adichie)作 ; 施清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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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64 面; 18 公分 .-- (木
馬文學 ; 152) .-- ISBN 978-986-359902-9 (精裝) NT$300
1.女性主義 2.性別平等 544.52
厭女的資格 : 當父權體制仍形塑、
禁錮、剝削女性,為什麼還有人相信
性別平等? / 凱特.曼恩(Kate Manne)
作 ; 巫靜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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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不歸類 ;
190) .-- ISBN 978-986-344-961-4 (平裝)
NT$420
1.性別歧視 2.性別差異 544.52
女性貧困 : 負貸、漂流、未婚單親,
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 / NHK 特
別採訪小組著 ; 李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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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406-236-2 (平裝)
NT$330
1.女性 2.貧窮 3.日本 544.5931
如何過退休生活 / 岸見一郎作 ; 葉小
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Better ; 26) .-- ISBN 978-957741-345-1 (平裝) NT$270
1.退休 2.生活指導 544.83
外籍照顧服務員 高齡者疾病概論 =
Introduction of ageing-related diseases
for foreign care workers / 湯麗君, 湯曉
君編著 .-- 花蓮縣花蓮市 : 湯麗君,
11005 .-- 15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26-4 (平裝)
1.老人養護 2.老年醫學 3.居家照護
服務 4.外籍勞工 544.85
外籍照顧服務員專業字彙 = Chinese
professional vocabulary for foreign care
workers / 湯麗君, 湯曉君編著 .-- 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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蓮市 : 湯麗君, 11005 .-- 14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25-7 (平裝)
1.老人養護 2.術語 3.照護服務員 4.
外籍勞工 544.85
握緊你的手,陪你到最後 : 用愛道別 /
黃子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光采文
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92
面; 21 公分 .-- (智在心靈 ; 68) .-ISBN 978-986-99126-6-2 ( 平 裝 )
NT$300
1.老人養護 2.居家照護服務 3.照顧
者 544.85
排名詭計 : 了解社會遊戲的潛規則,
讓你隨心所欲取得想要的排名! / 彼
得.厄迪(Péter Érdi)著 ; 梁東屏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出版 : 方
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03-7-5 (平裝) NT$380
1.社會階層 2.社經地位 3.社會心理
學 546.19
種族、偏見與歧視 / 蒲慕州, 艾斐然
(Philomena Essed), 高德維(David Theo
Goldberg), 陳秀熙, 石富元著 ; 黃咨
玄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3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27-3 (平
裝)
1.種族主義 2.種族偏見 546.5
社會個案工作 = Social casework / 吳
鄭善明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都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7-2-0
(平裝)
1.社會個案工作 547.2
共善人間 : 慈濟五十五周年慈善見
證 = Creating a world of common
goodness /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彙編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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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71-9 (平裝) NT$30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事業 548.126
別怕,有我們在 : 太魯閣號事故紀實 /
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4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1-6-7
(平裝) NT$250
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災難
救助 3.鐵路 4.交通事故 548.126
慈濟宗門足跡 : 日不落慈濟 / 白如璐,
林秀淑, 胡美蘭文字編輯 .-- 初版 .-花蓮縣新城鄉 :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
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, 11004 .-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090-2-0 (平裝) NT$25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事業 548.126
慈濟社區志工 : 布善種子 遍功德田
= TZU CHI : community volunteers / 財
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板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財團法人
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5 .-4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56-0-5 (精裝) NT$40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事業 3.志工 548.126
慈濟急難賑災 : 無量大悲 救苦眾生
= Tzu Chi : disaster relief / 財團法人印
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典雜誌 :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
文志業基金會發行, 11005 .-- 47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1-8-1
(精裝) NT$45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賑災
548.126
慈濟環境保護 : 扇解脫風 除世熱惱
= Tzu Chi :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板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財團法人
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5 .-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56-1-2 (精裝) NT$35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事業 3.環境保護 548.126
公私立定額進用義務機關(構)進用
身 心 障礙 者勞 動狀 況 之研究 = A
study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fixed
quota procurement agencies (institutions)
on the labor status of the physically and
mentally disabled / 陳麗萍, 姚奮志, 賴
宏昇, 吳東陽, 張李竹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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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466-51-0 ( 平 裝 )
NT$250
1.身心障礙者 2.勞工就業 3.勞動政
策 548.2

活出率真 : 本來的你,就很好 / 福森
伸作 ; Crystal Tsa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
顧問 ; 418) .-- ISBN 978-957-13-88892 (平裝) NT$360
1.智能障礙 2.通俗作品 548.29
緊急醫療「紅色九號」 : 0 二 0 六地
震應變紀實 / 吳宛霖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
基金會, 11005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41-7-4 ( 平 裝 )
NT$200
1.震災 2.災難救助 3.臺灣 548.317
消費者保護法 / 洪誌宏著 .-- 五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01-2 (平裝) NT$480
1.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.39023
今天也要去見殺人犯 : 韓國犯罪側
寫師眼中的犯人與社會,和她的職涯
故事 / 李珍淑著 ; 龔苡瑄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社科苑 ; 3) .-- ISBN 978-986-248-9765 (平裝) NT$350
1.犯罪社會學 548.5
我是金智恩 : 揭發安熙正,權勢性侵
受害者的劫後重生 / 金智恩著 ; 簡郁
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View ; 93) .-- ISBN
978-957-13-8938-7 (平裝) NT$390
1.性犯罪 2.性侵害 3.職場 548.544
您已登入 N 號房 : 韓國史上最大宗
數位性暴力犯罪吹哨者「追蹤團火
花」直擊實錄 / 追蹤團火花著 ; 胡椒
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VIEW ; 94) .-- ISBN
978-957-13-8940-0 (平裝) NT$390
1.性犯罪 2.性侵害 3.女性 4.韓國
548.544
駭客 ing : 網路犯罪世界的第一手紀
實 / 凱特.法茲尼著 ; 王惟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55-4 (平裝)
1.電腦犯罪 2.資訊安全 548.546
多一分小心,多一份安心 / 周紹賢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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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(Life style ; 2) .-- ISBN 978-986-548105-6 (平裝) NT$220
1.犯罪防制 2.安全教育 548.56
恐怖主義威脅與有關問題. 2020 年 /
汪毓瑋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中華
國土安全研究協會, 11004 .-- 5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887-5-0
(平裝)
1.恐怖主義 2.文集 548.86107

經濟
升科大四技經濟學滿分王總複習講
義(附解答本). 2022 最新版 / 傅斯理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5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00-0 (上冊:
平裝)
1.經濟學 550
拯救人生的 2 小時經濟課 / 吉田泰
史作 ; 胡毓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13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290-0 (平裝) NT$350
1.經濟學 550
基礎經濟學 / 戴錦周, 李見發, 邱泰
穎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20-8 (平
裝) NT$500
1.經濟學 550
經濟學 / 許可達, 李見發, 戴錦周, 陳
更生, 嚴宗銘, 陳俊宏編著 .-- 六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5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01-7 (平裝) NT$650
1.經濟學 550
經濟學 / 王銘正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, 11006 .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548-46-5 (平裝)
1.經濟學 550
*經濟魔法書秘笈 / 楊莉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8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18-5 (平裝) NT$350
1.經濟學 550
經濟人類學批判傳統概要 / 邱淮璟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7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60-0 (平裝)
NT$260
1.經濟學 2.人類學 550.16
遍地是黃金 : 循環經濟管理指南 / 薛
芙蕾(Isabelle Chevalley)著 ; 蘇家弘,
吳永富, 吳容銘, 許景翔, 車靜玫編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長昇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出版 : 國際扶輪 3522 地區
臺北市同德 扶輪社 發行 , 11005 .-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33-32-2 (平裝) NT$450
1.廢棄物利用 2.綠色經濟 3.永續發
展 550.16367
霍布斯邦看 21 世紀 : 全球化、民主
與恐怖主義 / 艾瑞克.霍布斯邦(Eric J.
Hobsbawm)著 ; 吳莉君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6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歷
史選書 ; 55) .-- ISBN 978-986-344954-6 (平裝) NT$300
1.全球化 2.民主主義 3.恐怖主義 4.
社會變遷 5.國際關係 6.二十一世紀
552.1
後疫情商機 / 史考特.蓋洛威(Scott
Galloway)著 ; 葉中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111-4 (平裝) NT$380
1.經濟發展 2.企業精神 552.15
先秦兩漢經濟史稿 / 李劍農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42) .-- ISBN 978-986-5541-81-1
(平裝) NT$420
1.經濟史 2.先秦 3.漢代 4.中國
552.29
宋元明經濟史稿 / 李劍農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44) .-- ISBN 978-986-5541-83-5
(平裝) NT$420
1.經濟史 2.宋代 3.元代 4.明代 5.中國
552.29
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 / 李劍農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143) .-- ISBN 978-9865541-82-8 (平裝) NT$420

1.經濟史 2.魏晉南北朝 3.隋代 4.唐
代 5.中國 552.29
微觀的地方創生 : 台日跨國工作移
居手記 / 王立中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005 .-- 1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10-6-0
(平裝) NT$350
1.產業發展 2.區域開發 3.創意 4.日
本 552.31
美伶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 / 陳美
伶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25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財 經 企 管 ;
BCB730) .-- ISBN 978-986-525-147-5
(平裝) NT$420
1.產業政策 2.區域開發 3.創意 4.臺
灣 552.33
時尚法 : 時尚產業的智慧財產權保
護 / 林佳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
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24-1 (平
裝) NT$400
1.智慧財產權 2.時尚 3.產品設計 4.
個案研究 553.433
智慧財產權概論 / 徐振雄編著 .-- 七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15-9 ( 平 裝 )
NT$380
1.智慧財產權 2.法規 553.433
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
論文集. 第 26 屆 / 公平交易委員會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公平交易委
員會, 11004 .-- 323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7-13-5 ( 平 裝 )
NT$250
1.公平交易法 2.競爭 3.文集
553.43307
內 政部 土地重 劃工 程處業務 年報 .
109 年
= Land Consolidation
Engineering Bureau, Ministry of the
Interior 2020 annual report / 張愛妮, 林
詠勳, 王儷蓉, 林良陽, 林怡君, 廖原
億, 何錦杭, 鄭婷尹, 洪妙玫, 李翠, 蔡
德豪, 黃品悅, 顏君純, 王靜慧, 黃馨
儀, 黃詩韻, 項薇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,
11004 .-- 12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0-93-9 (平裝) NT$200
1.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2.土地行
政 3.土地重劃 554.3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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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業務年報. 109 年 = Department
of land administration,Taoyuan City
government annual report. 2020 / 高鈺
焜, 黃建華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桃園市政府地政局, 11005 .-- 17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70-0
(平裝)
1.桃園市地政局 2.土地行政
554.333
*35 線上賞屋的買房實戰課 / Ted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790-0 (平
裝)
1.不動產業 554.89
不動產投資 / 陳淑美, 黃名義著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19-7 (平裝)
NT$550
1.不動產業 2.不動產投資信託 3.投
資管理 554.89
安心成家!買屋裝修 200 QA / 漂亮家
居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(Solution ; 130) .-ISBN 978-986-408-677-1 ( 平 裝 )
NT$420
1.不動產業 2.施工管理 3.室內設計 4.
問題集 554.89
不動產經紀人選擇題 100 分 / 曾文
龍主編 .-- 第 10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日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24 面; 23
公分 .-- (房地產叢書 ; 59) .-- ISBN
978-957-8418-84-4 (平裝) NT$700
1.不動產經紀業 2.問題集
554.89022
考上估價師秘訣.法規.考古題 / 曾文
龍主編 .-- 第 3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日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52 面; 21 公
分 .-- (房 ; 70) .-- ISBN 978-957-841885-1 (平裝) NT$800
1.不動產業 2.房地產法規 3.問題集
554.89023
工作場所全身及局部振動風險管理
之 研 究 = The study of risk
management for whole body vibration
and hand-arm vibration in occupational
fields / 李昆哲, 陳協慶著 .-- 1 版 .--

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0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39-8 ( 平 裝 )
NT$350
1.職業災害 2.勞工安全 555.56
中小企業職場危害智慧監測及防護
計畫 = Smart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
research for workplace hazards in small
and medium enterprise / 鄭乃云, 林威
成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 究所 , 11006 .-1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6-64-0 (平裝) NT$300
1.工業安全 2.安全設備 555.56
功能安全在職業安全之應用探討 =
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safety for
occupational safety / 蘇文源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
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5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24-4 (平裝)
NT$100
1.工業安全 2.安全設備 555.56
可燃性粉塵危害預防之英美標準探
討 = A stud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
standards for prevention of combustible
dust hazards / 張承明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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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466-67-1 ( 平 裝 )
NT$160
1.工業安全 2.職業災害 3.比較研究
555.56
防音防護具遮蔽效應對固定式警告
聲 辨 識 程 度 影 響 之 探 討 = The
masking effect of hearing protectors on
perception of stationary warning signal /
李昆哲, 余仁方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50-3 (平裝) NT$350
1.工業安全 2.安全設備 555.56
我國營造業水平安全母索使用現況
及安全問題之探討 = A study on the
current usage and safety issues of the
horizontal lifeline in the construction
industry / 林楨中, 鄭慶武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59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42-8 ( 平 裝 )
NT$200
1.職業災害 2.勞工安全 555.56

防爆電氣設備之檢查管理研究 =
Study on inspection management of
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explosive
atmospheres / 蘇文源, 鄭世岳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
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223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25-1 (平
裝) NT$250
1.工業安全 2.設備管理 555.56

農業從業者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
= A survey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
health among agricultural workers / 何
雨芳, 洪粕宸, 任希詩, 陳紀君, 林獻
章, 吳煜庭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
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,
11006 .-- 14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48-0 (平裝) NT$200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555.56

施工架技術指引推廣應用與防災功
能強化研究 = Research of safety guide
promotion and accident prevention
strengthening program of scaffold / 張
智奇, 陳元睿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33-6 (平裝)
1.職業災害 2.勞工安全 555.56

鋼管施工架政策成效評估與精進措
施之研究 = Performance assessment
and a study in improvement of tubular
steel scaffolds policies / 張智奇, 張篤
軍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 究所 , 11006 .-2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6-30-5 (平裝) NT$300
1.工業安全 2.安全設備 555.56

屋頂採光罩結構及施工安全研究 =
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and
construction safety of lighting shades on
the roof / 林楨中, 黃中和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58-9 ( 平 裝 )
NT$200
1.工業安全 2.施工管理 3.安全設備
555.56

營造工地高危害事故 VR 教育訓練
開發 =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bas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highhazard construction / 劉國青, 余文德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26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565 (平裝) NT$500
1.勞工安全 2.施工管理 3.虛擬實境
555.56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. 2020 /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編輯 .-- 新北
市 :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, 11005 .- 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6-69-5 (平裝) NT$250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555.56

職安法規隨身讀 : 2021 版 / 江軍, 徐
英洲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2-799-5 (全套:平裝)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3.法規
555.56

智慧型安全帽雛型商品化研究 =
Commercial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
industrial smart helmets / 沈育霖, 李文
進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 究所 , 11006 .-14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6-32-9 (平裝) NT$250
1.工業安全 2.安全設備 555.56

職業安全衛生及物聯網跨域人才推
廣 計 畫 = Occupational safety and
health and IoT cross-domain talent
promotion plan / 鄭乃云, 許憲呈著 .-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
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89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65-7 (平
裝) NT$200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555.56

運用影像辨識技術於搬運機具人員
防撞預警模組研究 = Application of
image recogni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
vehicle and equipment anti-collision
warning modules / 楊朝龍, 沈育霖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19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312 (平裝) NT$450
1.工業安全 2.安全設備 555.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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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能店員 : 我的便利、你的過勞,超
商的社會代價 / 張立祥著 .-- 初版 .-台北市 :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Misfits ;
15) .-- ISBN 978-986-99347-9-4 (平裝)
NT$350
1.勞動問題 2.組織行為 3.便利商店
556

僱 用 獎助 措施 成效 評 估研究 = A
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
hiring subsidy and award / 鄭淑芳, 陳
紀君, 陳威穎, 任希詩, 謝杏慧, 吳祐
誠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95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619 (平裝) NT$300
1.勞動統計 2.勞動政策 556.028
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喘息服務效益
評估 = 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of
using respite service in foreign care
Workers' families / 徐雅媛, 鄭安君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2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633 (平裝) NT$300
1.勞動政策 2.長期照護 3.外籍勞工
556.1
我國演藝人員契約關係之研究 = A
Study on talent agency contract of
entertainers in Taiwan / 林良榮, 周韶
珍, 顏雅婷, 紀冠宇著 .-- 1 版 .-- 新北
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
究所, 11006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6-57-2 ( 平 裝 )
NT$250
1.契約 2.勞動契約 556.6
政府與工會 / 李永騰編著 .-- 修訂再
版 .-- 新 北 市 :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,
11006 .-- 2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27-5-7 (平裝) NT$260
1.工會 556.7
各國對於跨境請領勞工保險給付規
定之研究 = Research on the crossborder claim regulations for labor
insurance benefits in various countries /
吳啟新, 藍科正, 胡佩怡, 楊通軒, 李
玉春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
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20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6-66-4 (平裝) NT$300
1.勞工保險 2.保險法規 3.比較研究
556.82
工業機器人協同作業安全與現場輔
導 = Guidelines and site supervision for
cobot safety / 沈育霖, 林志郎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
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53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27-5 (平
裝) NT$450

1.勞工安全 2.工業安全 3.機器人 4.
教育訓練 556.83
失業給付、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提
早 就 業獎 助津 貼之 運 作探討 = A
study about the operations of
unemployment benefits, vocational
training living allowance, and early
employment allowance / 陳雅惠, 藍科
正, 吳啟新, 馬財專, 楊通軒, 李玉春,
游鎮豪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1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23-7 (平裝) NT$250
1.失業保險 2.職業訓練 3.勞工保險
556.83
開發虛擬實境教育訓練技術加強化
學品管線維護保養危害預防研究 =
Development
of
virtual
reality
technology strengthen chemical pipeline
maintenance hazard prevention / 劉立
文, 巖正傑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
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,
11006 .-- 20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47-3 (平裝) NT$750
1.勞工教育 2.勞工訓練 3.勞工衛生
556.83
勞動基金運用局年報. 中華民國一 0
九 年 度 = Bureau of Labor Funds
annual report. 2020 / 陳秀娃, 邱金玉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基金運用局, 11005 .-- 72 面; 30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5466-22-0 (平裝) NT$200
1.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
556.83058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策對於育兒勞
工之影響及相關輔助政策探討 = A
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f parental
leave allowance policy for impact on
workers with children to care for and
relevant supporting policies / 陳麗萍,
王素彎, 彭素玲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2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38-1 (平裝) NT$250
1.勞動政策 2.育兒 556.84
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法律關係之探
討
= Discussion on the legal
relationship
between
worker
cooperatives and members / 李玉春, 邱
羽凡, 陳威霖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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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19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53-4 (平裝) NT$250
1.勞工行政 2.勞動法規 556.84
風險管理 : 肇事科學鑒定實務研究 /
張漢威主編 .-- 桃園市 : 人車路雜誌
社, 11005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9983-5-9 (平裝) NT$600
1.交通事故 2.交通法規 3.鑑識
557.16
航 港法規彙 編 / 交通部航港局編
著 .-- 第 3 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航港
局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1293-0 (全套:精裝)
1.航運法規 557.41
圖解海事法規 / 張雅富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80-0 (平裝) NT$450
1.航運法規 2.國際海事公約 3.海商
法 557.41
郵輪旅遊概論 : 郵輪百科事典 / 呂江
泉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
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289 (平裝) NT$410
1.航運管理 2.郵輪旅行 557.43
航空地勤運務導論 = Introduction to
airport passenger service / 楊政樺, 曾
通潔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48 面;
23 公分 .-- (觀光旅運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298-365-2 (平裝) NT$500
1.航空運輸管理 557.93
民航維修概論 : 成為航空器維修工
程 師 的 第 一 步 = Introduction to
aviation maintenance / 郭兆書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(觀光旅運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298367-6 (平裝) NT$350
1.航空運輸管理 2.航空安全 557.94
航空客運票務 : 航空票務.航管業務.
地勤運勢.空勤服務 = Air transport
service management and ticketing / 郭
名龍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12-0 (平
裝)
1.航空運輸管理 2.客運 557.943
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
年報. 2020 年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 法 人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WTO 及
RTA 中心, 11004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795-53-5 (平裝)
1.世界貿易組織(World Trade
Organization) 2.國際貿易 3.機關團體
558.069
WTO 及 RTA 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.
2020 年 / 杜巧霞, 劉真妤編輯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中華經 濟研究院
WTO 及 RTA 中心, 11004 .-- 282 面;
26 公分 .-- (WTO 及 RTA 中心叢
書) .-- ISBN 978-986-5795-52-8 (平裝)
1.世界貿易組織(World Trade
Organization) 2.國際貿易 3.文集
558.07
*貿易的取捨 : 邁向更好的全球化,我
們如何重塑世界經濟新秩序? / 丹尼.
羅德里克(Dani Rodrik)著 ; 許瑞宋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出版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53-7-0 (平裝) NT$430
1.自由貿易 2.全球化 3.國際競爭
558.5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
一次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(含概要) /
歐欣亞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42-6 (平裝)
1.貨幣銀行學 561
*快樂錢商 Happy money / 本田健著 ;
張婷婷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星出
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8 面; 20 公分 .-- (財經商
管 Biz ; 15) .-- ISBN 978-986-06103-21 (平裝) NT$400
1.金錢心理學 2.理財 3.財富
561.014
金錢性格 : 找出你的生財天賦 / 梅麗
莎.布朗恩(Melissa Browne)著 ; 簡瑋
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63) .-- ISBN
978-986-507-404-3 (平裝) NT$350
1.金錢心理學 2.個人理財 561.014
金融科技力. 2021 年版 / 台灣金融研
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,

11004 .-- 455 面; 26 公分 .-- (金融測
驗系列 ; 69) .-- ISBN 978-986-399210-3 (平裝)
1.金融業 2.金融管理 3.金融自動化
561.029

會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1-1-1 (平
裝) NT$300
1.理財 2.投資 563

數 位金融與 金融科 技 / 李顯儀編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9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752-9 ( 平 裝 )
NT$520
1.金融業 2.金融管理 3.金融自動化
561.029

傻多存股法 : 小工程師存出百萬股
利組合,45 歲提前退休 / 徐世鑫(棒喬
飛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富
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, 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47-5-1 (平裝) NT$320
1.個人理財 2.財務管理 3.股票投資
563

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政策及法令解
析. 2021 年版 /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
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台灣金融研訓院, 11006 .-- 500 面;
21 公分 .-- (金融測驗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399-208-0 (平裝)
1.洗錢防制法 561.2

錢要投資賺到退休賺到自由健康 :
阮慕驊的人生體悟 / 阮慕驊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92 面; 23 公分 .-- (商
業思潮 ; 114) .-- ISBN 978-986-398675-1 (平裝) NT$430
1.理財 2.投資 563

防 制洗 錢與打 擊資 恐實務與 案例 .
2021 年版 /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
員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臺灣金融研訓院, 11006 .-- 500 面; 21
公分 .-- (金融測驗系列) .-- ISBN 978986-399-209-7 (平裝)
1.洗錢防制法 561.2

比特幣投資全書 : 專家教你買賣加
密貨幣 Step by Step. 2021 年版 / 區塊
客, 黃泰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
心文化有限公司 : 大和發行, 11005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338-7-5 (平裝)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 563.146

(漫畫版-小小理財家)我會聰明管理
零用錢 : 8 歲開始,影響到 80 歲的金
錢習慣 / 李錦喜作.繪 ; 林建豪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 (童心園系列 ; 142) .-- ISBN 978986-507-405-0 (平裝) NT$350
1.理財 2.漫畫 563

*不動產信託實戰第一線 : 辦理登記
與稅務規劃範例 / 黃振國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(永然理財投資系列 ; 25) .-- ISBN
978-957-485-493-6 (平裝) NT$380
1.不動產 2.投資信託 563.3

CFP®全方位理財規劃 : 決勝 90 天
通關寶典. 2021 年版 / 台灣金融研訓
院編輯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, 11004 .-270 面; 26 公分 .-- (金融測驗系列 ;
62) .-- ISBN 978-986-399-211-0 (平裝)
1.理財 563
巴比倫致富聖經 : 靠 10%薪水,賺到
100%的人生 / 喬治.山繆.克拉森原
作 ; 坂野旭漫畫 ; 歐兆苓翻譯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- (Trean ;
69) .-- 經典超譯.漫畫版 .-- ISBN 978957-658-540-1 (平裝) NT$480
1.理財 2.投資 563
省出一棟房 : 24 招易上手的存錢絕
技 / 陳泰源著 .-- 新北市 : 台灣遊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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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理財面面觀 / 潘秀菊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529-6 (平裝) NT$400
1.信託 2.理財 3.問題集 563.3022
投資通識課 : 9 個基本概念,建立投
資思維框架 / 布萊德佛.康奈爾
(Bradford Cornell), 尚恩.康奈爾(Shaun
Cornell), 安 德 魯 . 康 奈 爾 (Andrew
Cornell)著 ; 張永冀, 王宇佳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
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6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5-66-9 (平裝) NT$430
1.投資 2.理財 563.5
證券暨期貨管理法令摘錄 / 金融監
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編輯 .-- 十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
會證券期貨局, 11005 .-- 2644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15-9 (精
裝) NT$1500
1.證券法規 2.期貨法規 563.51
股市技術分析圖典 / 張凱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羿勝國際出版社,
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962-1-7 (平裝) NT$25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長線投資獲利金律 / 艾德加.羅倫斯.
史密斯作 ; 吳書榆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1-99-9 ( 平 裝 )
NT$36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563.53
新手一看就會懂的股市操作分析 /
張凱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羿勝國
際出版社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962-0-0 ( 平 裝 )
NT$25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傳奇交易員教你如何買股賺二億 :
社畜要財務自由,得學的 9 堂投資必
修課! / 工藤哲哉作 ; 林信帆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Money ;
41) .-- ISBN 978-986-5564-24-7 (平裝)
NT$29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作手 : 獨自徘徊天堂與地獄,一個操
盤手的告白 / 壽江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1-03-2 ( 平 裝 )
NT$450
1.期貨交易 2.期貨操作 3.投資分析
563.534
奧丁期貨聖典之山川戰法全書 : 本
書顛覆你對期貨領域所有認知 建議
新手小心服用 / 奧丁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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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79-5
(平裝) NT$450
1.期貨交易 2.期貨操作 3.投資技術
563.534

紀律的交易者 : 培養贏的態度,成功
的交易 80％靠心理,只有 20％靠技
巧 / 馬克.道格拉斯(Mark Douglas)著 ;
劉真如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1-92-0 (平裝) NT$450
1.證券經紀商 2.證券交易所 3.態度
563.558
打造頂尖 DNA : 用冠軍思維縮短成
功的捷徑 / 梁家銘著 .-- 臺北市 : 誌
成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(企管銷售 ; 47) .-- ISBN 978986-99302-3-9 (平裝) NT$300
1.保險行銷 2.職場成功法 563.7
保險學 : 春風得意布好局 四面楚歌
免憂慮 / 蘇文斌, 林宏誠, 陳明國編
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84-915-1 (平裝)
1.保險學 563.7

政治
政治學方法論 / 呂亞力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81-5 (平裝)
1.政治學方法論 570.1
一次看懂世界國旗 / 茉伊拉.巴特菲
爾德(Moria Butterfield)著 ; 迪納摩有
限公司(Dynamo Limited)繪 ; 李天心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184 面; 3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2-70-8 ( 精 裝 )
NT$570
1.國旗 571.182
論政治平等 / 羅伯特.道爾(Robert A.
Dahl)著 ; 張國書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名
著文庫 ; 143) .-- ISBN 978-986-522715-9 (平裝) NT$300
1.民主政治 2.平等 571.6
花開明天 : 2021 年緬甸自由運動 /
孔德維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GLOs, 11005 .-- 150 面; 23 公分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06037-6-7
(平裝) NT$360
1.政變 2.政治運動 3.緬甸 571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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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/ 林
志忠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4 .-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415-0 (平裝)
1.行政學 572
台電僱員講重點(行政學概要) / 謝望
民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44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62-8 (平
裝) NT$600
1.行政學 572.9
悲智雙運如何可能?窺見公共行政當
中的同情疲勞 / 吳宗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58-7-6 (平裝) NT$360
1.行政管理 2.心理衛生 3.精神衛生
學 572.9
朝向民主之路邁進 : 傅正文集新編 /
傅正原著 ; 薛化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
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8568-1-2 (全套:平裝) NT$800
1.臺灣政治 573.07
九二共識 / 謝正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亞太創新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8344-4-6 (平裝) NT$350
1.兩岸關係 2.兩岸政策 3.文集
573.09
兩岸終極博弈 1945-2025 : 風蕭水寒
恩仇了了 / 歐陽聖恩著 .-- 臺北市 :
獵海人, 11005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523-7-8 ( 平 裝 )
NT$450
1.兩岸關係 2.兩岸政策 3.臺灣政治
573.09
考 選 統 計 .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=
Examination statistics republic of China.
2020 / 考選部[編] .-- 臺北市 : 考選部,
11005 .-- 443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0724-04-2 (平裝
附光碟片) NT$200
1.考試制度 2.政府統計 3.中華民國
573.44028
銓敘統計年報. 中華民國 109 年 =
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ivil service 2020
/ [銓敘部編]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銓
敍部, 11005 .-- 23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4-06-6 (平裝)

1.銓敘制度 2.政府統計 3.中華民國
573.46028
監察報告書. 中華民國 109 年 / 監察
院綜合業務處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監察院, 11004 .-- 28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03-5 (平裝)
NT$400
1.監察院 573.82
監察統計提要. 中華民國 109 年 / 監
察院統計室編著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
11005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4-05-9 (平裝) NT$130
1.監察院 2.政府統計 573.82028
正義之戰 : 抗日戰爭與中國新民族
主義的興起 / 芮納.米德(Rana Mitter)
著 ; 劉維人, 廖珮杏, 盧靜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07) .-- ISBN
978-986-525-173-4 (精裝) NT$550
1.中國大陸研究 2.民族主義 3.中日
戰爭 574.1
中國外交和台灣 : 「一個中國」原
則的起源 / 福田圓著 ; 林倩伃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 (博雅文庫 ; 248) .-- ISBN 978-986522-734-0 (平裝) NT$520
1.中國外交 2.中共對臺政策 3.兩岸
關係 574.18
東南亞政府與政治 / 王遠嘉編著 .-初版 .-- 苗栗縣造橋鄉 : 王遠嘉,
11004 .-- 20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72-4 (平裝)
1.政府組織 2.政治制度 3.東南亞
574.38
「依法治國」的迷思 : 新加坡國家
威權法治史 / 喬西.拉賈(Jothie Rajah)
作 ; 林添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季
風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: 三民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48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11-1-3
(平裝) NT$550
1.法治 2.言論自由 3.威權主義 4.新
加坡 574.387
警察法修正草案建議書 / 中華警政
研究學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3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748-7 (平裝) NT$450
1.警政法規 575.81

打造僑務工作 4.0 : 從駐泰數位外交
經驗到全球僑務工作智能化 / 童振
源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
11005 .-- 194 面; 23 公分 .-- BOD 版 .- ISBN 978-986-445-469-3 ( 平 裝 )
NT$420
1.僑務 2.行政 577.21
一 樣不一樣 探索書 / 曹華執行編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(110 上繪本探索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54-33-0 (平裝)
1.新住民 2.通俗作品 577.67
俄羅斯國家科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
博 物館中國 廳之中國 觀 / 林筱筑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
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
與研究中心, 11004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2-51-3 (平裝)
1.國際關係 2.中俄關係 578.482
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「中國承認」
之外交決策分析 / 廖顯謨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77-5-7 (平裝) NT$350
1.外交政策 2.國際關係 3.南非共和
國 578.681
台灣當前重要國際法議題 / 謝英士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臺
灣國際法學會, 11004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1291-8-4 (平
裝) NT$360
1.國際法 2.文集 579.07
兒少反歧視案例彙編 / 余玉玥, 李詩
婷, 林秀怡, 林和順, 林敬桐, 施宜昕,
徐瑜, 許廷安, 彭治鏐, 萬庭如, 蔡正
彥, 簡郁諠作 ; 張淑慧, 陳逸玲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社會
及家庭署, 11004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9-18-4 ( 平 裝 )
NT$120
1.人權 2.兒童 3.兒童保護 579.21

法律
*法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/ 成宜
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6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19-8
(平裝)
1.法學 5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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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命釋法 : 大法官與轉型正義 / 林建
志, 林春元, 徐偉群, 陳慧雯, 楊雅雯,
劉恆妏, 蘇彥圖, 蘇慧婕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,
11005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7-12-8 (平裝) NT$400
1.中華民國憲法 2.憲法解釋 3.文集
581.2407
中華民國憲法 : 憲政體制的原理與
實際 / 蘇子喬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7186-0 (平裝)
1.中華民國憲法 2.憲政主義 3.總統
制 581.25
我國憲政體制選擇之研究 = A study
on the options of R.O.C. constitutional
system / 呂嘉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立國父紀念館, 11005 .-- 360 面; 23
公分 .-- (孫學研究傑出博碩士論文
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532-326-4 (平
裝) NT$450
1.中華民國憲法 2.憲政主義 581.25
法律與生活 / 馬翠華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0-724-1 ( 平 裝 )
NT$300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.18
民法概要 / 徐憶茹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
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723-4 (平裝) NT$650
1.民法 584
民法概要(題庫+歷年試題) / 程馨編
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6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43-3
(平裝)
1.民法 584
債權物權化與否認子女之訴 : 民事
法學與法學方法. 第四冊 / 吳從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525-8 ( 平 裝 )
NT$650
1.民事法 2.民事訴訟法 3.文集
584.07
死者人格與遺族情感保護之研究 :
以「敬愛追慕感情之法益」具體化
為中心 / 許景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227 (平裝) NT$350
1.人格權 2.民法 3.論述分析
584.111
民法物權 / 李淑明著 .-- 十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530-2 (平裝) NT$650
1.物權法 584.2
刑 事法規 /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
輯 .-- 13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300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17-3
(平裝) NT$320
1.刑法 2.刑事法 585
刑法分則解析 / 陳仟萬編著 .-- 修訂
6 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40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97-208-3 ( 平 裝 )
NT$300
1.刑法分則 585.2
既判力之研究 / 駱永家著 .-- 十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駱永家, 11004 .-- 288
面; 23 公分 .-- (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
書 ; 1) .-- ISBN 978-957-43-8813-4 (平
裝) NT$500
1.民事訴訟法 586.1
圖解刑事訴訟法 : 國家考試的第一
本書 / 錢世傑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
市 :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4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134-8-5 (平裝) NT$62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商業訴訟新論 / 許士宦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6-053-8 (精裝) NT$450
1.商事法 587
實用商法 / 洪瑞燦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03-6 (平裝) NT$620
1.商事法 2.論述分析 587
股東協議 : 論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
決權信託 / 陳彥良, 楊岳平, 郭大維,
廖大穎, 王志誠, 邵慶平, 曾宛如, 張
心悌, 莊永丞合著 ; 曾婉如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523-4 (平裝) NT$380

1.公司法 2.個案研究

587.2531

軍事
孫子兵法 / 孫武原著 ; 語農編注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國 家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家文
史叢書 ; 24) .-- 大字本 .-- ISBN 978957-36-1582-8 (平裝) NT$200
1.孫子兵法 2.注釋 592.092
印度海洋安全戰略 : 政策規劃與實
踐 / 曾祥裕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
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3
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35) .-- ISBN
978-986-5541-80-4 (平裝) NT$450
1.海洋戰略 2.區域研究 3.印度
592.49371
槍術入門之道 : 活學活練活用 / 張博
智著 .-- [高雄市] : 張博智, 11006 .-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819-6 (平裝) NT$450
1.軍事訓練 593
那個佩刀服劍的時代 : 世界刀劍巡
禮 = World swords exhibition / 吳守哲
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正修學校財團法
人正修科技大學出版 : 正修學校財
團法人 正修科 技大 學藝文 處發行 ,
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89-95-7 (平裝)
1.刀 2.兵器 3.展覽 595.99
單兵作戰技能手冊 / 鄧敏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9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2-33-4 ( 平 裝 )
NT$450
1.軍事教育 2.軍事訓練 596.7
裝甲雄師 :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
甲部隊之創建、戰鬥與敗亡. 第六部,
浴 血 黃 沙 1941 北 非 冬 季 戰 役 =
Aufstieg,Kampf und Untergang der
deutschen
Panzertruppen
im
2.
Weltkrieg. Band 6, Winterschlacht in
Nordafrika,1941 / 滕昕雲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老戰友工作室軍事文粹部,
11005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(裝甲雄
師系列 ; 6) .-- ISBN 978-986-98742-50 (平裝) NT$320
1.裝甲兵 2.陸戰史 3.第二次世界大
戰 4.德國 596.943
F-35 閃電 II 式戰機 / イカロス出版
株式会社作 ; 張詠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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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博聞塾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1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821-79 (平裝) NT$880
1.戰鬥機 598.61
攻擊高度四千米 : 德國空軍崛起與
敗 亡 的 命 運 / 卡 尤 斯 . 貝 克 (Cajus
Bekker)著 ; 常靖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
原出版, 11005 .-- 496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97-2-9 ( 平 裝 )
NT$750
1.空軍 2.空戰史 3.德國 598.943
軍 統 局 特 務 工 作 總 報 告 (1937) =
General report of special intelligence of
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
1937 / 蘇聖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99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史
料 ; 52) .-- ISBN 978-986-5578-22-0
(平裝) NT$350
1.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
599.7333
軍 統 局 特 務 工 作 總 報 告 (1939) =
General report of special intelligence of
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
1939 / 蘇聖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史
料 ; 53) .-- ISBN 978-986-5578-23-7
(平裝) NT$350
1.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
599.7333

史地/傳記類
史地總論
輕輕鬆鬆學 ArcGIS 10 / 周天穎, 葉
美伶, 吳政庭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儒林圖書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9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9-985-9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650
1.地理資訊系統 2.地圖繪製
609.029

中國史
新譯史記 : 名篇精選 / 韓兆琦注譯 .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72 面; 23 公

分 .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 .-- ISBN
978-957-14-7196-9 (平裝)
1.史記 2.注釋 610.11
太喜歡歷史了 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史. 1, 原始時代到西周 / 知中編委會,
緒穎, 楊濤, 陸西漸編著 ; 蔣講太空
人, Ricky 繪圖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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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5-70-7 ( 平 裝 )
NT$350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
348 面 ; 23 公 分 .-- ( 齊 魯 文 庫 ;
QH007) .-- ISBN 978-986-388-142-1
(平裝) NT$500
1.近代史 2.中國史 3.政治發展
627.6

11006 .-- 33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
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9-3271-2
(平裝)
1.中國地理 2.歷史地理 669

生死存亡十二年 : 平定縣的抗戰、
內戰與土改 / 郝志東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1-214-9 (平裝) NT$550
1.國共內戰 2.民國史 3.山西省平定
縣 628.62

中國地方志

哇,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. 1, 史前到
魏晉南北朝 / 林欣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59-3 (平裝) NT$380
1.中國史 2.歷史故事 610.9

我的國家史 / 何建明著 .-- 臺北市 :
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48
面; 21 公分 .-- (齊魯文庫 ; QH006) .-青 少 版 .-- ISBN 978-986-388-143-8
(平裝) NT$500
1.政治改革 2.經濟改革 3.中國史
628.76

秦皇漢武輪回破迷錄 / 劉未央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49-9 ( 平 裝 )
NT$160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
未燒書 : 我的六四心靈史 / 楊渡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68 面; 21 公
分 .-- (當代名家) .-- ISBN 978-957-085784-9 (平裝)
1.天安門事件 2.報導文學 628.766

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 : 殖民統
治下的古代四川 / 胡川安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34 面; 21 公分 .-(歷史大講堂) .-- ISBN 978-957-085831-0 (平裝)
1.中國史 2.秦漢史 3.四川省 610.9
張廣達先生九十華誕祝壽論文集 /
鄭阿財, 汪娟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57-17-2751-6 (全套:
精裝)
1.中國史 2.文集 617

中國斷代史
這個唐朝很有戲. 卷七 / 士承東林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
商高寶 國際有 限公 司臺灣 分公司 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1135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114-2 (下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06-115-9 (全套:平裝)
1.唐史 2.通俗史話 624.1
國家記憶 / 鐡流, 徐錦庚著 .-- 臺北
市 :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

中國文化史
用地理看歷史 : 海灣霸權之爭,為何
臺灣參戰? / 李不白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HISTORY ; 63) .-- ISBN 978-957-138983-7 (平裝) NT$480
1.東西方關係 2.文明史 3.航海
630.9

中國外交史
文化對立模式與清代朝貢制度解體 /
魏健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揚出
版社, 11004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599-966-7 ( 平 裝 )
NT$300
1.中國外交 2.外交史 3.跨文化傳播 4.
清代 641.3

中國地理
古史地理論叢 / 錢穆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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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動的疆域 : 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
中國 / 楊斌著 ; 韓翔中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89-0 (平裝)
NT$500
1.歷史 2.雲南省 673.52
鎖住西藏人民的枷鎖 : 論簽訂所謂
十七條協議的前因後果 / 君慈仁, 索
朗多吉著 ; 頓珠多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雪域出版社, 11005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(雪域叢書 ; 43) .-- ISBN
978-986-06477-0-9 (平裝) NT$300
1.歷史 2.西藏自治區 676.62
藏蒙旅行記 / 寺本婉雅著 ; 洪晨暉,
胡稹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05 .-- 570 面; 21 公分 .-- (日本人
中國邊疆記行 ; 3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5540-42-5 ( 平 裝 )
NT$690
1.遊記 2.西藏自治區 3.內蒙古自治
區 676.669

世界史地
用地理看歷史 : 世界航道,為何群雄
爭霸? / 李不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y
系列 ; 62) .-- ISBN 978-957-13-8982-0
(平裝) NT$500
1.世界史 711
世界史偵探柯南. 1, 大金字塔的祕密
/ 青山剛昌原作 ; 山岸榮一, 齋藤
Muneo 漫畫 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556-2 (平裝) NT$350
1.世界史 2.文化史 3.漫畫 711
378 年 :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 / 南川
高志編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的

轉換期 ; 2) .-- ISBN 978-957-05-33309 (平裝) NT$450
1.文化史 2.世界史 713
打開現代之門 : 從蒸汽機到使用手
機,現代社會是怎麼產生的? / 劉維人
著 ; cincin chang 圖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, 11006 .-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51870-5 (平裝) NT$330
1.文明史 2.世界史 713
前 220 年 : 帝國與世界史的誕生 / 南
川高志編 ; 郭清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的
轉換期 ; 1) .-- ISBN 978-957-05-33293 (平裝) NT$450
1.文化史 2.世界史 713
小朋友最喜歡的世界歷史地圖 / 智
慧鳥編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6 面;
3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44-9
(精裝) NT$350
1.世界地理 2.地圖 3.繪本 716
悲傷地形考 : 憂傷時到這些地方去
旅行,空間製圖 x 憂鬱地圖 x 無名記
憶,獻給旅人的 24 則地理傳奇 / 達米
恩.魯德(Damien Rudd)著 ; 凱特琳娜.
狄迪克(Kateryna Didyk)繪圖 ; 吳莉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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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8 面;
23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 ; FS0127) .-ISBN 978-986-235-940-2 ( 平 裝 )
NT$480
1.世界地理 2.地名學 716
我的老人與海 : 父子奇航歷險一萬
七千哩 / 大衛.海茲, 丹尼爾.海茲著 ;
吳傑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26-6 (平裝)
NT$360
1.遊記 2.世界地理 3.航海 719
洲際.共遊 / 許承智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37-6 (平裝) NT$300
1.旅遊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719
緬甸、斯里蘭卡、尼泊爾旅繪創作 /
車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7 .-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950-0 (平裝) NT$450
1.遊記 2.世界地理 719

亞洲史地
從名城讀日本史 : 30 座名城 x32 個
歷史事件,細數從建國到戰後,日本史
上的關鍵大事 / 孫實秀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
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: 大
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Spot ;
27) .-- ISBN 978-986-98990-8-6 (平裝)
NT$480
1.日本史 2.戰國時代 3.歷史性建築
731.254
江戶百業 : 豐富江戶娛樂流行文化
的職人 / 飯田泰子著 ; 章蓓蕾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 (日本再發現 ; 17) .-- ISBN 978-98606511-0-2 (平裝) NT$320
1.生活型態 2.職業 3.日本史 4.江戶
時代 731.26
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. 5, 江戶時代圖
鑑 / 本田豐作 ; 許郁文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5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2-31-0 ( 平 裝 )
NT$650
1.文化史 2.社會生活 3.江戶時代 4.
日本 731.3
怪獸大阪 = Monster Osaka / 李清志文
字.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96 面; 21 公分 .-- (作家作品集) .-ISBN 978-957-13-8964-6 (平裝)
1.遊記 2.日本大阪市 731.75419
*移動城堡 : 2014 北海道露營 22 天 /
盧乃誠, 法蘭克, 布萊德, Ning 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許哲齊, 11004 .-208 面; 19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794-6 (平裝) NT$1000
1.旅遊 2.露營 3.日本北海道
731.7909
三等車票 / 希瑟.伍德(Heather Wood)
作 ; 黃芳田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馬
可孛羅文化, 11006 .-- 560 面; 21 公
分 .-- ( 當 代 名 家 旅 行 文 學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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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M1112X) .-- ISBN 978-986-5509-859 (平裝) NT$540
1.遊記 2.社會生活 3.印度 737.19

臺灣史地
不能只有我看到!臺灣史上的小人物
大有事 / 故事 StoryStudio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圓神文
叢 ; 299) .-- ISBN 978-986-133-768-5
(平裝)
1.臺灣史 2.通俗作品 733.21
海島異想世界 : FormosaX 議題實作 /
程奕嘉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9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509 (平裝)
1.臺灣史 733.21
澎湖灣的荷蘭船 : 十七世紀荷蘭人
怎麼來到臺灣 / 楊渡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再現 ;
HR046) .-- ISBN 978-986-98885-6-1
(平裝) NT$420
1.臺灣史 2.荷據時期 733.25
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
告 / 陳儀深, 薛化元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
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8633-7-7 (全套:精裝附數位影音光
碟) NT$700
1.二二八事件 733.2913
臺灣地方志研究(1999-2019) / 江寶釵,
李昭容, 林玫君, 林修澈, 邱正略, 張
素玢, 張淑卿, 張靜宜, 黃秀政, 黃淑
苓作 ; 許雪姬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央
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 11005 .-- 5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2-850 (精裝) NT$600
1.方志 2.文集 3.臺灣 733.296
就是 eye 臺灣探索書 / 曹華執行編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(110 上繪本探索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54-32-3 (平裝)
1.人文地理 2.通俗作品 3.臺灣
733.4
朝聖台灣 : 燒王船、迎媽祖,一位攝
影記者的 30 年祭典行腳 / 陳逸宏攝
影.口述 ; 沈維巖文字撰述 .-- 初版 .--

臺北市 : 一葦文思, 漫遊者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, 11005 .-- 3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2-4-0
(平裝) NT$650
1.臺灣文化 2.民間信仰 3.宗教文化
733.4
鼠麴粿 / 藍濃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藍濃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0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7-09 (精裝)
1.風物志 2.點心食譜 3.臺灣 733.4
慢旅。台灣 : 風俗建築 : 跟著深度旅
行家馬繼康遊台灣 / 馬繼康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讚旅遊 ;
64) .-- ISBN 978-986-5510-73-2 (平裝)
NT$400
1.臺灣遊記 733.69
慢旅。台灣 : 尋味訪古 : 跟著深度旅
行家馬繼康遊台灣 / 馬繼康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讚旅遊 ;
65) .-- ISBN 978-986-5510-74-9 (平裝)
NT$400
1.臺灣遊記 733.69
臺北學. 第九屆 : 宏觀與微觀下的臺
北 百年發 展 / 臺北市立文獻館編
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文獻館,
11005 .-- 28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4-69-1 (平裝) NT$200
1.區域研究 2.文集 3.臺北市
733.9/101.07
狂騷 : 再現一九二 0 創造力的大稻
埕國際藝術節 /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
工作室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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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832 (平裝) NT$450
1.藝文活動 2.藝術展覽 3.文化觀光 4.
臺北市 733.9/101.4
台北多謝 / 男子的日常生活 E+J 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6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13-8959-2 (平裝) NT$520
1.遊記 2.臺北市 3.新北市
733.9/101.69
發現泰山 : 詩畫寫生作品集. 109 年 :
109 年明志書院慶典客家文化季暨

泰山設置 70 週年系列活動 / 張仁甫,
林昆山, 劉祖華主編 .-- 新北市 : 新
北市泰山區公所, 新北市明志書院,
11004 .-- 76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2-27-7 (平裝)
1.藝文活動 2.新北市泰山區
733.9/103.9/133.4

台南使用書. I, 人文.故事.學智識 / 蔡
羽星採訪撰稿 ; 郭貞慧總編輯 .-- 臺
南市 :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,
11006 .-- 15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11-9 (平裝) NT$280
1.遊記 2.人文地理 3.臺南市
733.9/127.69

二戰工業遺址新竹六燃 Then & now
= WW II industrial heritage : the 6th
Japanesee naval fuel plant in Hsinchu,
Taiwan / 趙家麟作 .-- 臺北市 : 田園
城市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5 .-14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15-6-8 (精裝)
1.古蹟 2.歷史 3.新竹市 733.9/112.6

台南使用書. II, 自然.山水.來𨑨迌 /
蔡羽星採訪撰稿 ; 郭貞慧總編輯 .-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,
11006 .-- 11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12-6 (平裝) NT$250
1.遊記 2.人文地理 3.臺南市
733.9/127.69

融古貫今探究竟 : 南屯古文書詮釋 /
黃豐隆主編 .-- 臺中市 : 社團法人臺
中市鄉土文化學會, 11004 .-- 3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022-6-8
(平裝) NT$750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鄉土文化 4.臺
中市南屯區 733.9/115.9/111.4
五股開臺尊王過爐 : 國姓公百年香
路 / 王瀞苡著 .-- 第一版 .-- 雲林縣斗
六市 : 社團法人中華五股開臺尊王
協會, 11005 .-- 23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08-0-8 ( 平 裝 )
NT$600
1.(明)鄭成功 2.文化資產 3.雲林縣
733.9/123.4
海口人講故事 / 林哲凌文 ; 陳彥汝,
陳彥廷圖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口湖鄉 :
雲林縣口湖鄉公所, 11006 .-- 4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5-99-9
(精裝) NT$300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繪本 4.雲林縣
口湖鄉 733.9/123.9/105.4
WUTALK 台南在地誌. Vol.1 / 吳啟
豪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吳啟豪,
11006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95-3 (平裝) NT$200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臺南市
733.9/127.4
流轉的時光 : 臺南府城文化風華 / 陳
添壽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方
集出版社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21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301-1 (平裝) NT$300
1.人文地理 2.鄉土文化 3.鄉土文學 4.
臺南市 733.9/127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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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南使用書. III, 丹祿.小點.食飯桌 /
蔡羽星採訪撰稿 ; 郭貞慧總編輯 .-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,
11006 .-- 1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13-3 (平裝) NT$200
1.遊記 2.人文地理 3.臺南市
733.9/127.69
湖內達人誌. II. 2020 / 蘇福男, 劉秀
珠, 徐鳳嫺, 蘇培碩文字.攝影 .-- 高
雄市 :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, 11004 .-12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5-28-5 (平裝)
1.人物志 2.高雄市湖內區
733.9/133.9/143.78
風沙中盛放的花 : 在菊島澆灌一條
希望之路 / 呂若瑟等人口述 ; 天主教
靈醫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人間 ;
277) .-- ISBN 978-957-13-8962-2 (平裝)
NT$350
1.人物志 2.傳記 3.醫療服務 4.澎湖
縣 733.9/141.7

歐洲史地
你一定想看的歐洲史 / 楊益作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(汲古閣 ; 9) .-- ISBN 978-986-392-3770 (平裝) NT$350
1.歷史 2.歐洲 740.1
1291 阿卡圍城戰 : 十字軍保衛聖地
的 最 後 一 戰 / 羅 傑 . 克 勞 利 (Roger
Crowley)著 ; 鄭煥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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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58 面; 21 公
分 .-- (Historia 歷史學堂 ; MU0044) .-ISBN 978-986-5509-86-6 ( 平 裝 )
NT$480
1.十字軍東征 2.戰史 740.236
大不列顛兩千年 : 從羅馬行省、日
不落帝國到英國脫歐,王冠下的權力
更迭及對世界秩序的掌控 / 羅伊.史
壯(Roy Strong)著 ; 陳建元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648 面; 23 公分 .-(歷史大講堂) .-- ISBN 978-957-085830-3 (平裝)
1.英國史 741.1
華人眼中的法蘭西 : 從移工、學生、
記者到外交官,橫跨二十世紀的旅法
見聞 / 陳三井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) .-ISBN 978-957-05-3331-6 ( 平 裝 )
NT$480
1.旅遊文學 2.遊記 3.法國 742.89
叛逆柏林 / 陳思宏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Y 角度 ;
26) .-- ISBN 978-986-99870-9-7 (平裝)
NT$360
1.旅遊文學 2.德國柏林 743.719
光影北歐 / 黃作炎作 .-- 臺北市 : 聯
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繽紛 ;
231) .-- ISBN 978-986-323-384-8 (平裝)
NT$320
1.旅遊 2.北歐 747.09
莎拉塔的圍城日記 : 塞拉耶佛烽火
錄 / 莎拉塔.菲力波維克著 ; 麥慧芬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7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9-25-9 ( 平 裝 )
NT$360
1.波士尼亞戰爭 2.通俗作品 3.塞拉
耶佛 749.373

美洲史地
墨西哥灣千哩徒步行 / 約翰.謬爾
(John Muir)著 ; 王知一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 ; 8) .--

ISBN 978-986-5509-87-3 ( 平 裝 )
NT$360
1.遊記 2.美國 3.古巴 752.9

非洲史地
馬背上的舞步 / 洪玉芬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
文 ; 30) .-- ISBN 978-986-323-380-0
(平裝) NT$350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非洲 760.9

傳記
全球化的故事 : 用經濟把世界連結
起來的十個人 / 傑弗瑞.賈頓(Jeffery
E. Garten)著 ; 許可欣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005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3-2-1 (平裝) NT$499
1.全球化 2.國際經濟關係 3.經濟發
展 4.世界傳記 781
希特勒的賓客簿 : 二戰時期駐德外
交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 /
讓 - 克 里 斯 多 弗 . 布 希 薩 (JeanChristophe Brisard)著 ; 洪夏天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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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(漫遊歷史 ; 23) .-- ISBN 978986-0734-08-9 (平裝) NT$480
1.希特勒時代 2.人物志 3.外交人員
781
跟世界說嗨!影響世界的 30 位領導
者 / 黃福基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8-22-9 (平裝)
1.世界傳記 2.通俗作品 781
烈母列傳 / 堀越英美作 ; 陳令嫻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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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2021.05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49-4
(平裝) NT$360
1.女性傳記 2.母親 781.052
沒有曹操,哪有三國 / 松本一男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視野 New Vision,
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3-1-0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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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(三國)曹操 2.傳記

782.824

永懷忠烈 : 黃花崗陳更新烈士 =
Remembrance of a martyr for all
eternity : Chen Geng Shin of
Huanghuagang / 陳懷崇, 陳懷僑編 ;
陳懷東, 陳懷明譯 .-- 臺北市 : 陳懷
崇, 11006 .-- 14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39-4 (精裝)
1.陳更新 2.傳記 3.中國 782.887
我叫汪足女 : 歌樸灘的冷暖人間 / 汪
足女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0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40-6 (平
裝) NT$680
1.汪足女 2.傳記 3.中國 782.887
吳忠信日記(1948) = The diaries of Wu
Chung-hsin. 1948 / 吳忠信原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64) .-- ISBN 978-9865578-19-0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吳忠信日記(1949) = The diaries of Wu
Chung-hsin,1949 / 吳忠信原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65) .-- ISBN 978-9865578-20-6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吳忠信日記(1950) = The diaries of Wu
Chung-hsin, 1950 / 吳忠信原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66) .-- ISBN 978-9865578-21-3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女力日本史 : 男人主宰歷史,女人主
宰男人?!決定日本歷史的 42 個美女、
才女與毒女 / 本鄉和人監修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
出版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(Fun ;
1) .-- ISBN 978-986-06301-1-4 (平裝)
1.女性傳記 2.日本 783.11
岩田聰如是說 : 從天才程式設計師
到遊戲公司社長,任天堂中興之主傳
奇 的 一 生 。 / Hobo Nikkan Itoi
Shinbun 編 ; 曾瀞玉, 高詹燦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1-926-3 (平裝)

1.岩田聰 2.傳記 3.日本

783.18

平凡中的不平凡 : 一個台籍日本兵
的生命故事 / 林朝寅口述 ; 徐美秀撰
寫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彰化市 : 欣興出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4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740-3-4 (平
裝) NT$250
1.林朝寅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以愛為名 : 醫師的行旅 / 許詩典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5 .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93-5-4 (平裝) NT$420
1.許詩典 2.醫師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在長大之前,紀錄片 1819 拍攝紀實 /
陳毅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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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77-1 ( 平 裝 )
NT$380
1.陳毅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沒有目的才有趣 : 晾生活.漂工作 非
典型人生的 100 種可能 / 黃若薇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和文創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0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06-5-0 ( 平 裝 )
NT$380
1.黃若薇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為了愛 : 記愛女雲娣遠行 10 週年 /
關中口述 ; 魏柔宜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4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4-56-3 ( 精 裝 )
NT$380
1.關雲娣 2.回憶錄 783.3886
重訪錢穆 / 李帆, 黃兆強, 區志堅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- (社會
科學類)(讀歷史 ; 132-133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905-2 (上冊:
平裝) NT$660 .-- ISBN 978-986-326906-9 (下冊:平裝) NT$690
1.錢穆 2.學術思想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*百年陳千武紀念專集. 2, 傳記 : 信
鴿 : 陳千武的文學與人生 / 吳櫻著 .- 臺中市 :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,
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6352-5-8 (平裝) NT$350

1.陳千武 2.作家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*密林 : 陳千武學術研究論文集 / 阮
美慧, 李敏勇, 金尚浩, 陳采玉, 許建
崑, 邱各容, 莫渝, 林孟寰著 .-- 臺中
市 :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, 11005 .-- 176
面; 21 公分 .-- (百年陳千武紀念專
集 ; 3) .-- ISBN 978-986-86352-6-5 (平
裝) NT$300
1.陳千武 2.作家 3.臺灣傳記 4.文集
783.3886
曹俊彥快點來上班 : 忙碌充實的兒
童美術編輯生涯 / 曹俊彥撰文.繪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19
公分 .-- (Mini&Max ; 26) .-- ISBN 978986-294-271-0 (平裝) NT$280
1.曹俊彥 2.編輯 3.自傳 4.臺灣
783.3886
郭耿南教授回憶錄 / 郭耿南著 .-- 第
一版 .-- 桃園市 : 財團法人聯合醫學
基金會, 11006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29975-7-4 ( 平 裝 )
NT$280
1.郭耿南 2.醫師 3.自傳 4.臺灣
783.3886
傅正日記. 十 : 1960-1990 年 / 傅正原
著 ; 薛化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,
11005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568-2-9 (平裝)
1.傅正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最後的雄鷹 : 一位台籍日軍飛行員
的戰時日記 / 鄭連德著 ; 黃彥傑編校.
釋文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54 面; 23
公分 .-- (史地傳記類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326-909-0 ( 平 裝 )
NT$860
1.鄭連德 2.飛行員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黃越綏的意外人生 / 黃越綏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
童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7645-3-7 (平
裝) NT$280
1.黃越綏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塔裡塔外 追憶似水年華 : 賴永隆醫
師回憶錄 / 賴永隆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健康世界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 世 界叢書 ;
63

245) .-- ISBN 978-986-98286-2-8 (平裝)
NT$380
1.賴永隆 2.醫師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衝破時代的光 : 盧修一在國會 / 藍麗
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7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80-3 (精
裝) NT$800
1.盧修一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艾爾多安的崛起 : 一場為了信仰、
權力、國際地位,建構土耳其靈魂的
新戰爭 / 漢娜.露辛達.史密斯(Hannah
Lucinda Smith)著 ; 林玉菁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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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48
面; 21 公分 .-- (Visum ; MV0011) .-ISBN 978-986-5509-83-5 ( 平 裝 )
NT$520
1.艾爾多安(Erdogan, Recep Tayyip.) 2.
傳記 3.土耳其 783.518
甘地 / 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格
拉(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)文 ; 阿
爾伯特.艾雷雅斯(Albert Arrayás)圖 ;
游珮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 面;
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夢想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35-853-2 (精裝)
NT$350
1.甘地(Gandhi, Mahatma, 1869-1948) 2.
傳記 3.通俗作品 4.印度 783.718
艾倫.圖靈 / 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
維格拉(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)
文 ; 艾絲琳.林賽(Ashling Lindsay)圖 ;
海狗房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
面; 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夢想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35-852-5 (精
裝) NT$350
1.圖靈(Turing, Alan Mathison, 19121954) 2.傳記 3.通俗作品 4.英國
784.18
關於一九八四 / D.J.泰勒(D. J. Taylor)
著 ; 徐立妍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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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知識叢
書 ; 1099) .-- ISBN 978-957-13-8913-4
(平裝) NT$460
1.歐威爾(Orwell, George, 1903-1950) 2.
作家 3.傳記 4.英國 784.18

瑪里.居禮 / 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
維格拉(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)
文 ; 佛羅.伊薩(Frau Isa)圖 ; 張東君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 面; 25 公
分 .-- (小不點大夢想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35-850-1 ( 精 裝 )
NT$350
1.居禮(Curie, Marie, 1867-1934) 2.傳
記 3.通俗作品 4.法國 784.28
我的人生路 / 蘇肇棣作 ; 張德怡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杏敏出版社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432-5-2 (平裝)
1.蘇肇棣 2.回憶錄 785.28
乘光飛翔 : 愛因斯坦的故事 / 珍妮弗.
伯恩文 ; 佛拉基米爾.瑞當斯基圖 ;
邢小萍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56 面;
26X25 公分 .-- (小魯新公民繪本 ;
7) .-- ISBN 978-986-5566-47-0 (精裝)
NT$320
1.愛因斯坦(Einstein, Albert, 1879-1955)
2.傳記 3.繪本 785.28
鑑識之父 : 「現代福爾摩斯」海因
里希與改革鑑識科學的經典案件 /
凱 特 . 溫 克 勒 . 道 森 (Kate Winkler
Dawson)著 ; 張瓊懿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行路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29-5-0 ( 平 裝 )
NT$520
1.海因里希(Heinrich, Edward Oscar,
1881-1953.) 2.傳記 3.犯罪學 4.法醫學
785.28
*安地斯山的母親 / 格羅莉亞.帕瓊
(Gloria Pachόn)口述 ; 周上觀執筆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
教基金會, 11004 .-- 162 面; 21X20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98168-7-8 (平裝) NT$400
1.帕瓊(Pachόn, Gloria) 2.傳記 3.哥倫
比亞 785.738
鍾氏台灣屏東縣內埔鄉新北勢第 16
世接觀公以降家族世代圖 =
Chung’s family chart and album of the
16th generation Jie-guan, Pingtung,
Taiwan / 鍾世瑩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鍾世瑩, 11005 .-- 48 面; 21X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28-8 (平裝)
1.鍾氏 2.族譜 789.33

文物考古
商周青銅古鼎仿鑄一事始末之歷史
追記 / 李文章, 簡秀麗作 .-- 初版 .-基隆市 : 簡秀麗, 11006 .-- 113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76-9 (平
裝)
1.青銅器 2.金文 793.2
國定圓山考古遺址日治時期文獻選
譯 / 陳光祖選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文化部文化資產局, 11005 .-- 41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24-0
(平裝) NT$300
1.圓山文化 2.考古遺址 3.日據時期 4.
文集 798.8033
卓夢采墓調查研究暨修復及再利用
計 畫成果報 告書 / 楊博淵計畫主
持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
化局, 11005 .-- 17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5-30-8 ( 平 裝 )
NT$400
1.古墓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高雄市 798.8233
臺灣大學考古學經典典藏圖錄 = The
significant archaeology collections of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/ 國立臺灣
大學人類學系編著 .-- 臺北市 : 國立
臺灣大學人類學系, 11005 .-- 41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2-55-1
(精裝) NT$1000
1.史前文化 2.文物典藏 3.圖錄
799.2

語言/文學類
語言文字學
華語口語與表達 / 黃聲儀, 易元培著
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58-3 (平裝)
NT$350
1.漢語教學 2.口語教學 802.03
成語一千零一夜. 1, 重返英雄爭霸的
故事現場 / 謝易霖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39-0-8 (平裝) NT$260
1.漢語 2.成語 3.歷史故事 802.18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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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字方舟 / 張鼎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西北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872-6-7 (平裝)
1.中國文字 802.2
完全釋義成語辭典 / 世一文化字典
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
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1472 面; 21 公分 .-- (成語辭典 ; 10) .- ISBN 978-986-429-996-6 (平裝)
1.漢語詞典 2.成語 802.35
精進書寫能力. 2, 思辨與論說文寫作
篇 / 李智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713-5 (平裝) NT$420
1.漢語 2.作文 3.寫作法 802.7
標點符號篇. 下, 歡迎光臨詞性遊樂
園 / 李婉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以勒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 面; 30
公分 .-- (萌奇創藝語文. 作文系列
一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2373-4 (平裝) NT$300
1.漢語 2.標點符號 3.通俗作品
802.78
時代華語 /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
編著 ; 姜君芳, 陳怡伊, 蔡雅婷主編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正中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09-1979-0 (第 3 冊:平裝)
NT$860
1.漢語 2.讀本 802.86
滿文原檔<<滿文原檔>>選讀譯注 :
太祖朝. 三 / 莊吉發譯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05 .-- 522
面; 21 公分 .-- (滿語叢刊 ; 42) .-ISBN 978-986-314-551-6 ( 平 裝 )
NT$720
1.滿語 2.讀本 802.918
*新版常見中日時事對照用語 / 蘇定
東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鴻儒堂出
版社, 11004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日
語必備工具叢書) .-- ISBN 978-9866230-64-6 (平裝) NT$350
1.日語 2.新聞 3.詞彙 803.12
日本人的哈拉妙招 : 日語慣用句典 /
DT 企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
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八方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584 面; 15 公分 .-ISBN 978-957-710-817-3 ( 平 裝 )
NT$380

1.日語 2.慣用語

803.135

超有哏日文慣用語手冊 : 邊讀邊笑
超好記!讓你一開口就像日本人一樣
道地 / 齋藤孝監修 ; 陳姵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26-9 (平裝)
1.日語 2.慣用語 803.135
慣用句諺語日語活用辭典 = かんよ
うく.ことわざ かつようじてん / 姚
義久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新
書局, 11005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21-205-8 ( 平 裝 )
NT$680
1.日語 2.慣用語 3.詞典 803.135
基礎日本語形容詞.形容動詞(大字清
晰版) / 趙福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笛藤出版圖 書有限 公司 , 11004 .-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0816-6 (平裝) NT$320
1.日語 2.形容詞 3.動詞 803.164
日本神話 : Nippon 所藏日語嚴選講
座 / EZ Japan 編輯部, 王文萱, 黃毓倫,
游翔皓作 ; 田中裕也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6 .-- 144 面 ; 28 公 分 .-(Nippon 所藏 ; 14) .-- ISBN 978-986248-973-4 (平裝) NT$400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實用上班族日本語 = 使いやすい会
社員の日本語 / 黃兆銘, 関口剛司,
渥美すが子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尚昂文化事業國際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27-2-9 (平裝) NT$320
1.日語 2.職場 3.讀本 803.18
想想看怎麼說 : 初級日語會話 = 考
えて話そう : 初級日本語会話 / 文藻
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91-5-4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50
1.日語 2.會話 803.188
30 天考上!新日檢 N4 題庫+完全解
析 / こんどうともこ, 王愿琦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檢定攻
略系列 ; 69) .-- ISBN 978-986-556021-8 (平裝) NT$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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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3 必背必出文法 / 吉松由美, 田中
陽子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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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絕對合
格 ; 31) .-- ISBN 978-986-246-614-8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49
1.日語 2.語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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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4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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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12 面; 26
公分 .-- (全攻略 ; 13) .-- ISBN 978986-246-615-5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20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803.189
速攻日檢 N2 聽解 : 考題解析+6 回
模擬試題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
田中綾子, 堀尾友紀, 須永賢一, 獨立
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, 財團法人日
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著 ; 黃曼殊譯 .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13-1 (16K 平
裝)
1.日語 2.能力測驗 803.189
絕對合格!日檢分類單字 N5 測驗問
題集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惠
子, 千田晴夫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12 面; 26
公分 .-- (日檢滿點 ; 1) .-- ISBN 978986-246-613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20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絕對學會!中高階用日語聽力五種特
訓題型 / 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, 大山
和佳子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即學即用 ; 17) .-ISBN 978-986-246-616-2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99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9
臺語話神仙 : 桃園媽祖的慈悲 =
Fairy tales in Taiwanese : the grace of
Mazu in Taoyuan / 康源作 ; 蔡杏元
繪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
11004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臺語拼
音 .-- ISBN 978-986-5463-64-9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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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臺語 2.讀本

803.38

臺語話神仙 : 尋訪關公之旅 : 走揣關
老爺的跤跡 = Fairy tales in Taiwanese :
in search of Guan Gong / 邱傑作 ; 黃
子彥繪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
局, 11004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臺語拼
音 .-- ISBN 978-986-5463-65-6 (精裝)
1.臺語 2.讀本 803.38
臺語話神仙 : 開漳聖王廟遊記 =
Fairy tales in Taiwanese : a trip to the
Kai Zhang Sheng Wang temple / 黃子
彥作.繪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
局, 11004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臺語拼
音 .-- ISBN 978-986-5463-63-2 (精裝)
1.臺語 2.讀本 803.38
臺語話神仙 : 楊枝甘露的霞光-觀世
音 = Fairy tales in Taiwanese : Guanyin:
drops of dew from a willow twig at
sunrise / 何雲姿作 ; sanye 繪 .-- 桃園
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 11004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臺語拼音 .-- ISBN
978-986-5463-66-3 (精裝)
1.臺語 2.讀本 803.38
臺語話神仙 : 鑼聲響起 = Fairy tales
in Taiwanese : hear the gongs! the
legend of drama god Tiandu Yuanshuai /
陳維霖作.繪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
文化局, 11004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臺
語 拼 音 .-- ISBN 978-986-5463-67-0
(精裝)
1.臺語 2.讀本 803.38
越南夯台灣 : 越南語字庫.生活萬用
句 / 阮秋姮, 厲家揚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005 .-208 面; 23 公分 .-- (繽紛外語 ; 101) .- ISBN 978-986-5560-25-6 ( 平 裝 )
NT$450
1.越南語 2.讀本 803.79
印尼語一學就上手! / 王麗蘭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
11005 .-- 冊 .-- (外語學習系列 ; 93-) .- ISBN 978-986-5560-23-2 (第 1 冊:平
裝) NT$480 .-- ISBN 978-986-5560-249 (第 2 冊:平裝) NT$480
1.印尼語 2.讀本 803.9118
生活法語輕鬆學 / 王秀文, 蘇楠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557-1 (平裝)
1.法語 2.讀本 804.58

四件「事」學英文 : 母語人士最常
用的生活單字 / 樊志虹, William 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出版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原來如此 ; E247) .-- ISBN 978986-5507-67-1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Let's see grammar : 彩圖中級英文文
法. intermediate 1 = Let's see grammar :
intermediate 1 / Alex Rath 著 ; 羅竹君,
丁宥榆譯 .-- 三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
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1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011-7 (菊 8K 平裝)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Let's see grammar : 彩圖中級英文文
法. intermediate 2 = Let's see grammar :
intermediate 2 / Alex Rath 著 ; 羅竹君,
丁宥榆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124 (菊 8K 平裝)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
23 公分 .-- (自由學習 ; 36) .-- ISBN
978-986-06427-1-1 (平裝) NT$480
1.英語 2.寫作法 805.17
不用學文法,英文也很棒 / 金賢文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00-65-8 ( 平 裝 )
NT$450
1.英語 2.讀本 3.漫畫 805.18
怪咖少女事件簿. 13, 變調的生日派
對 / 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 ; 陳宏淑
譯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博識圖書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20 面; 21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99726-0-4 ( 平 裝 ) NT$300 .-- ISBN
978-986-99726-1-1 (精裝) NT$4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
焦點英語閱讀. 3 : 六大技巧輕鬆讀
英文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= Target
reading : 6 keys to comprehension. level
3 / Owain Mckimm, Zachary Fillingham,
Laura Phelps, Richard Luhrs 著 ; 黃詩
韻, 林育珊, 邱佳皇譯 .-- 三版 .-- [臺
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10-0 (16K 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實用英文 / 陳愛華, 張景翔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20-3 (平裝)
NT$30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
英文(歷年試題+模擬考). 2022 / 劉似
蓉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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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20-4464 (平裝)
1.英語教學 2.讀本 805.18

讀出英語核心素養 : 九大技巧打造
閱讀力. 2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
Owain Mckimm 作 ; 劉嘉珮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5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0-014-8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
初級文法一本通 : 我的第一本英文
文法 / 特拉.麥迪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
屋文化, 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英語通 ; ７) .-- ISBN 978-986-554424-9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49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
英文滿分最前線 / 蘇文賢, 周彩蓉,
盧思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044-8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
世 界最強英 文聽力會 話 / 蘇盈盈
著 .-- 新北市 :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英語系
列 ; 71) .-- ISBN 978-986-06114-2-7
(平裝) NT$330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
美 國 趣 味 性 的 文 法 = American
interesting grammar / 葉 子 玄 (Cathy
Yeh), 林麗蓉(Marianne Lin)合撰 .-- 臺
北市 : 上承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88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5566-7-5 (平裝)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
旋元佑英文閱讀 / 旋元佑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32-576-3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
每天 5 分鐘親子英文 : 用美國父母
的日常會話小短句,打造小孩子自然
習慣聽說英文的環境! / 閔丙哲原著 ;
陳盈之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18-3 (平
裝)
1.英語 2.會話 3.親子 805.188

翻譯大師教你搞懂 200 個易混淆英
文用法 / 余亨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
問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1-0-3 (平裝)
NT$349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清晰簡明的英文寫作指南 : 從正確
用詞到刪除贅字,藍燈書屋文稿總監
幫助你提升寫作力 / 班傑明.卓瑞爾
(Benjamin Dreyer)著 ; 林步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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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84 面;

唱吧!英文歌謠 : 聽歌謠說故事(寂天
雲隨身聽 APP 版) = Let's sing and
learn English songs / Gloria Lu 著 .-- 二
版 .-- [臺北市] : 語言工場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49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6963-79-7 (32K 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*設計師日語.英語實用句型 1500 :
從個人簡介、提案報價到簽約請款,
業界用字與句型範例隨選即用,海外
接案無障礙! / BNN 編輯部著 ; 張成
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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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288-3 (平裝) NT$480
1.商業英語 2.日語 3.讀本 805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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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週直取初級英檢單字課 / 曾婷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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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69-9-3 (平裝) NT$349
1.英語 2.詞彙 805.1892
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中級聽力
&閱讀題庫解析 /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
會, 郭文興, 許秀芬著 .-- 新北市 : 國
際學村出版社, 11006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58-4 (平
裝) NT$3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
史上最強 NEW GEPT 全民英檢中級
應考攻略 / 李宗玥, 楊舒涵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68-1-9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99
1.英語 2.考試指南 805.1892
全民英檢中級模擬試題 / 郭慧敏編
著 .-- 修訂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91-4 (平
裝)
1.英語 2.問題集 805.1892
7 天封頂!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多益
聽力攻略 / 白熒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求人文化,
11006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92-2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99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必考!新多益單字 217 / 楊智民, 蘇秦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(語
言學習 ; 20) .-- ISBN 978-986-558281-4 (平裝) NT$380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805.1895
考前 20 天拼一下,新多益得高分 / 元
晶瑞, 鄭然澤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6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0-66-5 (平裝) NT$680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全新制 TOEIC 多益單字放口袋 / 蘇
秦, Corné Viljoen, Elmari Viljoen 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,
11005 .-- 54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7-160-9 (平裝) NT$349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805.1895
新制多益閱讀滿分奪金演練 : 1000
題 練 出 黃 金 應 試 力 / PAGODA
Academy 著 ; 關亭薇, 劉嘉珮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1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0-009-4 (平裝)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我的第一本德語學習書 / 黃廷翰編
著 .-- 增訂 1 版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
化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德語
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986-5544-23-2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49
1.德語 2.讀本 805.28

文學
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? : 從知識的星
火、敘事的力量,到作家的社會責任,
「黑暗元素三部曲」作者的 32 場大
師講堂 / 菲力普.普曼(Philip Pullman)
著 ; 王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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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512 面; 21 公分 .-- (New 不歸類 ;
8041) .-- ISBN 978-986-344-950-8 (平
裝) NT$550
1.敘事文學 2.文學評論 810.1
看得見才有鬼 修煉故事之眼 / 謝文
賢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32 面; 21
公分 .-- (散文館) .-- ISBN 978-986449-234-3 (平裝) NT$280
1.敘事文學 2.文學評論 810.1
氍毹弄影 : 文學、戲曲和電影的融
涉與觀照 / 沈惠如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新銳文創, 11006 .-- 260 面; 21 公
分 .-- (新美學 ; 57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5540-41-8 ( 平 裝 )
NT$420
1.文學與藝術 2.文集 810.7607
好故事,怎麼寫 / 管家琪作 ; 吳嘉鴻
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
業社, 11006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(管
家琪作品集. 語文學習俱樂部 ; 6) .-ISBN 978-986-06242-4-3 ( 平 裝 )
NT$340
1.寫作法 811.1
*極度吸睛 : 重量級講師的精準說話
課,教你上台不冷場 / 曾培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82-7 ( 平 裝 )
NT$380
1.演說術 811.9
精準演講 : 從講稿準備到有效傳達,
讓觀眾記住你說的內容 / 瓊.戴茲
(Joan Detz)著 ; 張珂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61-4 (平
裝) NT$430
1.演說術 811.9
不知為何,我就是覺得會爆紅!韓劇王
牌編導拆解 20 年經典神劇的爆紅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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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/ 孫政賢作 ; 尹嘉玄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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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地球
觀 ; 62) .-- ISBN 978-986-384-511-9
(平裝)
1.電視劇本 2.寫作法 812.31
傳奇小說家的寫作祕典 : <<鬥陣俱
樂部>>作者恰克.帕拉尼克激起讀者
好奇心的教戰手冊 / 恰克.帕拉尼克
(Chuck Palahniuk)著 ; 黃鴻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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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NEW 不歸類 ; 8042) .-- ISBN
978-986-344-953-9 (平裝) NT$320
1.帕拉尼克(Palahniuk, Chuck) 2.傳記
3.作家 4.小說 5.寫作法 812.7
愛在高苑.築夢台灣 : 2020 高苑盃移
民工文學獎.109 高苑科技大學「多
元 文 化 」 圖 文 創 作 作 品 集 = The
2020 Kao Yuan University Cup of
literature awards for migrant workers
multicultural photo & article creation
competition portfolio / 鍾美玲, 黃慶雄
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苑科技大
學通識教育中心, 11004 .-- 191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55-73-6 (平
裝)
813.4
兒童文學論集. 五 / 林文寶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20 面; 23 公分 .-(文學研究叢書. 兒童文學叢刊 ;
809023) .-- ISBN 978-986-478-465-3
(平裝)
1.兒童文學 2.文學評論 815.92

中國文學
<<文心雕龍>>情文相應觀之意涵結
構及其通貫 / 高知遠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4 .-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2-60-9 (平裝) NT$250
1.文心雕龍 2.學術思想 3.研究考訂
820
閱讀書寫生命與倫理的樂章及遊戲
教學法的應用 : 以德明財經科技大
學大一國文課程為實踐對象 / 朱介
國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04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8-284-1 (平裝)
1.國文科 2.教學設計 3.教學研究 4.
高等教育 820.33
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/ 徐復觀著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2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5-1855-8 (平裝) NT$450
1.中國文學 2.文集 820.7
*文學源流 / 譚正璧編著 .-- 再版 .-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, 11004 .-- 1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4-3557 (平裝) NT$230
1.中國文學史 820.9
風雅濟南 : 濟南文學地圖 / 錢歡青,
徐征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圖騰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0 面; 23
公分 .-- (齊魯文庫 ; QH008) .-- ISBN
978-986-388-144-5 (平裝) NT$540
1.中國文學史 2.地方文學 3.山東省
濟南市 820.9
耳語與旁觀 : 鍾鳴詩歌倫理研究 / 張
媛媛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12 面;
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G2567)(文
學視界 ; 127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326-904-5 (平裝) NT$260
1.鍾鳴 2.新詩 3.詩評 820.9108
朝向漢語的邊陲 : 當代詩敘論與導
讀 / 楊小濱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出版, 11005 .-- 342 面; 21 公分 .-- (釀
文學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445-466-2 (平裝) NT$390
1.中國詩 2.詩評 3.文集 821.886
古典小說散論 / 樂蘅軍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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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300
面; 21 公分 .-- (學術研究叢刊) .-ISBN 978-986-350-449-8 ( 平 裝 )
NT$430
1.中國小說 2.古典小說 3.文學評論
827.2
狐說 : 狐狸精的千年仙鬼志怪 / 呼延
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
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5-67-6 (平裝) NT$430
1.中國小說 2.志怪小說 3.文化研究 4.
狐 827.2

中國文學總集

董國楨書文集 / 董國楨書寫 .-- 初
版 .-- 金 門 縣 金 湖 鎮 : 黃 振 良 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43-87762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38777-9 (下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43-8778-6 (全套:平裝) NT$450
830.86
詩經的歌謠形式、韻式與韻讀 / 鄭
再發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56-2
(平裝) NT$600
1.詩經 2.注釋 831.12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各體文學
杜甫古體詩選講 / 陳文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51856-5 (全套:平裝) NT$900
1.(唐)杜甫 2.唐詩 3.詩評 851.4415
四季花海 / 黃其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元書局, 11004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創叢書 ; A018) .-- ISBN 978986-98873-9-7 (平裝) NT$350
851.487
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 / 曹疏影作 .-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黑眼睛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6359-87-3 ( 平 裝 )
NT$350
851.487
愛滋味 = Taste of love / 詹傑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54-7 (平裝)
NT$250
854
火神的眼淚 : 職人影視原創劇本∕
影像寫真書 = Tears on fire / 蔡銀娟,
李志薔, 曾群芳,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
文化事業基金會, 台灣大哥大
myVideo 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3
公分 .-- (台灣文學館 ; 59) .-- ISBN
978-986-5582-61-6 (平裝) NT$480
854.8
一人份的熱鬧 / 尹維安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68

ISBN 978-957-13-8895-3 ( 平 裝 )
NT$350
855
哈囉,生活 : 捲起千堆雪 / 草川(張浩
然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0 面; 21
公分 .-- (文化生活叢書. 詩文叢集 ;
1301058) .-- ISBN 978-986-478-462-2
(精裝)
855
寄 往防疫前 線的家 書 / 趙念民主
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時代,
11006 .-- 346 面; 23 公分 .-- (社會館 ;
ES010) .-- ISBN 978-986-98780-2-9 (平
裝) NT$750
855
殷海光.夏君璐書信錄 / 殷海光, 夏君
璐著 ; 殷文麗編錄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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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488 面; 21
公分 .-- (殷海光全集 ; 18) .-- ISBN
978-986-350-455-9 (平裝) NT$400
856.286
避疫書信選 : 從抱月樓到潛學齋 / 李
保陽, 孫康宜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(語言文
學類 ; PG2509)(秀文學 ; 41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903-8 (平裝)
NT$600
856.286
馬敘倫說掌故 : <<石屋餘瀋>>、<<
石屋續瀋>> / 馬敘倫原著 ; 蔡登山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06 .-- 258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
197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5540-44-9 (平裝) NT$320
857.1
鬼影俠蹤 : 聊齋誌異與水滸傳 / 朱嘉
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93-0 (平
裝) NT$320
857.27
水滸傳 / 施耐庵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
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0-60-3 (平裝) NT$240
857.46
吳承恩與<<西遊記>> / 高桂惠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711-1 ( 平 裝 )
NT$400
1.西遊記 2.研究考訂 857.47
金瓶梅 / 笑笑生著 ; 劉本棟校注 ; 繆
天華校閱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384 面;
21 公分 .-- (中國古典名著) .-- ISBN
978-957-14-7183-9 (平裝)
857.48
*一朝醒來成親了 / 逢春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004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04101E1041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162-6
(上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163-3 (下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了不起的簡寧川 / 徐徐圖之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威 向 有 限 公 司 ,
11006 .-- 冊 .-- (架空之都)(永恆書系.
橫) .-- ISBN 978-986-505-194-5 (全套:
平裝)
857.7
九星之主 / 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960-3 (第 1
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515-961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986-515-962-7 (第 3 冊:平裝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63-4
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
857.7
三少爺的劍 / 王白先生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架空之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ISBN 978-986-505-192-1 (全套:平裝)
857.7
小漁娘掌家記 / 元喵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5 .- 冊 .-- (文創風 ; 953-955) .-- ISBN
978-986-509-210-8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11-5
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09-212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反派天天想和離 / 飯糰桃子控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冊 .-- (小說 House 系
列 ; 479-484) .-- ISBN 978-986-467283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
978-986-467-284-4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85-1
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467-286-8 ( 第 4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87-5
(第 5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467-288-2 (第 6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*天家吃貨媳 / 夢映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 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4301E104305) .-- ISBN 978-986-527-157-2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158-9 ( 卷 2: 平 裝 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27-159-6 (卷 3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160-2
(卷 4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161-9 (卷 5:平裝) NT$270
857.7
五陵遊 / 高陽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536 面; 21 公分 .-- (高陽作
品集. 紅樓夢斷系列) .-- ISBN 978957-08-5793-1 (平裝) .-- ISBN 978957-08-5800-6 (精裝)
857.7
他和她的貓 / 唧唧的貓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5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203 (平裝)
857.7
白骨大聖 / 咬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964-1 (第 1
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515-965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986-515-966-5 (第 3 冊:平裝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67-2
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
857.7
*代嫁騙君心 / 雀喜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4501E1045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164-0
(卷 1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27-165-7 ( 卷 2: 平 裝 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27-166-4 (卷 3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167-1
(卷 4:平裝) NT$260
857.7

江山聘 / 安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4501) .-ISBN 978-986-527-168-8 ( 平 裝 )
NT$300
857.7
光之祭司 = Priest of light / 香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
出版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24 面; 20 公分 .-- (fresh ;
PS183-) .-- ISBN 978-986-06010-1-5
(第 4 冊:平裝) NT$199
857.7
在法律的刀刃上起舞 / 露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
11006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現代文
學 ; 70) .-- ISBN 978-957-9267-96-0
(平裝) NT$280
857.7
血梅花 / 胡學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龍視界, 11006 .-- 3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09-0-9 (平裝)
NT$480
857.7
你看我會魔法喲 / 妍小愛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5968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
978-986-515-969-6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40 .-- ISBN 978-986-515-970-2
(第 3 冊:平裝) NT$240
857.7
你給的甜 / 風曉櫻寒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9719 (上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 978986-515-972-6 (下冊:平裝) NT$240
857.7
奉旨守寡 / 時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4
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47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69-5
(平裝) NT$320
857.7
苔 / 飛蛾 ru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沒譜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26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0-23-3 (平
裝)
857.7
某某 / 木蘇里著 ; Say HANA 繪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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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冊 .-- (i 小說 ; 30-32) .-ISBN 978-986-99224-5-6 (第 1 冊:平裝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99224-6-3
(第 2 冊: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986-99224-7-0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99224-8-7
(全套:平裝)
857.7
春風渡關山 / 喪心病狂的瓜皮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沒譜文化出版社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50-240 (上卷:線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26-4 (全套:線裝) .-- ISBN 978-9865550-25-7 (下卷:線裝)
857.7
香辣小廚娘 / 陸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5001E1050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180-0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181-7 ( 卷 2: 平 裝 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27-182-4 (卷 3:平裝)
NT$270
857.7
*陛下求侍寢 / 霜竹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4 .-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4201E1042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155-8
(上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156-5 (下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
逐香巧娘子 / 桃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5 .-冊 .-- (文創風 ; 956-957) .-- ISBN 978986-509-213-9 (上冊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09-214-6 (下冊:平裝)
NT$260
857.7
黑蓮花攻略手冊 / 白羽摘雕弓著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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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33-8-3 (第 2 冊:平裝)
857.7
新版沒有來生 / 月下桑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架空之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ISBN 978-986-505-191-4 (全套:平裝)
857.7
福妾 / 毛毛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04801-E104805) .-ISBN 978-986-527-170-1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171-8
(卷 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172-5 ( 卷 3: 平 裝 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27-173-2 (卷 4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174-9
(卷 5:平裝) NT$270
857.7

神探姑娘出任務 / 葉東籬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005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04601E1046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176-3
(上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527-177-0 (下冊:平裝) NT$280
857.7

*撲克遊戲 / 夜間飛行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4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(Play or die 系列 ;
2) .-- ISBN 978-986-06165-2-1 (平裝)
NT$280
857.7

秣陵春 / 高陽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(高陽作
品集. 紅樓夢斷系列) .-- ISBN 978957-08-5792-4 (平裝) .-- ISBN 978957-08-5799-3 (精裝)
857.7

窺光 = Peep light / 池總渣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沒譜文化出版社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50-271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28-8 (下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550-29-5 (全套:平裝)
857.7

深夜古董店. 2, 鍊金師的祕密 / 吉羽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67-3 (平
裝) NT$390
857.7

險道神 / 常叁思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6 .-- 冊 .-(架空之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- ISBN
978-986-505-193-8 (全套:平裝)
857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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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讀莫言 / 楊小濱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05 .-- 146 面; 21 公
分 .-- (釀文學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445-465-5 (平裝) NT$220
1.莫言 2.小說 3.文學評論 857.7
離 / 潘國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258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名家) .-ISBN 978-957-08-5782-5 (平裝)
857.7
霸爺謀妻 / 艾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96
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49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75-6
(平裝) NT$290
857.7
戀上浪花一朵朵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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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121-0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122-7 (中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123-4
(下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1241 (全套:平裝)
857.7

兒童文學
東門園地. 第 23 期 / 董杰仁, 徐雅玲
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桃園區東
門國民小學, 11005 .-- 10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69-4 (平裝)
1.兒童文學 2.兒童讀物 3.期刊
859.05
迷宮屋人偶 / 阿毛, K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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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120 面; 23 公分 .-- (靈異小偵探 ; 2) .- ISBN 978-986-5588-23-6 (平裝)
859.6
如果不小心走散了 / 黃小衡著 ; 棉花
糖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
社, 11005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59-7 ( 精 裝 )
NT$250
859.9
如果不安全用火 / 黃小衡著 ; 棉花糖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5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60-3 (精裝) NT$250
859.9

如果不安全玩水 / 黃小衡著 ; 棉花糖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5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61-0 (精裝) NT$250
859.9
如果不遵守交通規則 / 黃小衡著 ; 棉
花糖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
版社, 11005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62-7 ( 精 裝 )
NT$250
859.9
如果不遵守遊玩規則 / 黃小衡著 ; 棉
花糖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
版社, 11005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2-363-4 ( 精 裝 )
NT$250
859.9

東方文學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歌大觀.
第二卷 / 池宮正治, 大城學, 前城淳
子, 田口惠, 石川惠吉, 大城亞友美主
編 ; 池宮正治, 大城學, 前城淳子, 田
口惠, 石川恵吉, 大城亞友美, 名富綾
乃, 仲間惠子, 崎原綾乃, 田代竜也翻
刻.現代日文語譯 ; 赤嶺守, 張維真,
陳碩炫中文翻譯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
灣大學圖書館, 11004 .-- 546 面; 26
公分 .-- (臺灣大學典藏全文刊本 ;
7) .-- ISBN 978-986-5452-53-7 (精裝)
NT$1200
861.3
medium 霊媒偵探城塚翡翠 / 相澤沙
呼著 ; 李彥樺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精誠資訊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48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151-0 (平裝) NT$380
861.57
Re: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/ 長月達
平作 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273-6 (第 2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274-3
(第 22 冊:平裝限定版)
861.57
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/ 岬鷺宮作 ;
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0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547-4 (第 5 冊:平裝)

861.57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 / 三嶋与夢作 ; 王啟華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03-271-2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3-272-9 (第 3 冊:平裝限定版)
861.57

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.
外傳, 劍姬神聖譚 / 大森藤ノ作 ; 御
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3-223-1 (第 1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224-8 (第 12
冊:平裝限定版)
861.57

小說.秒速 5 公分 / 新海誠作 ; 霖之
助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尖 端出版 發行 , 11006 .-2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868-1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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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 328 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546-7 (第 6 冊:平裝)
861.57

午夜天鵝 / 内田英治著 ; 緋華璃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字森林系列 ; 22) .-- ISBN
978-986-507-393-0 (平裝) NT$350
861.57

西野 :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
最強少年 / ぶんころり作 ; 吊木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6 面; 19 公分 .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545-0 (第 4 冊:平裝)
861.57

今昔百鬼拾遺 : 天狗 / 京極夏彥著 ;
王華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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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(京極夏彥作品集 ;
25) .-- ISBN 978-986-5580-29-2 (平裝)
NT$399
861.57

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. 16, 我們都
還不曉得為什麼要說再見 / 十文字
青作 ; 曾柏穎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51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25-5 ( 平 裝 ) .-- ISBN
978-626-303-226-2 (平裝限定版)
861.57

打工吧!魔王大人 / 和ヶ原聡司作 ;
李文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56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540-5 (第 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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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2279 (第 1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03-228-6 (第 13 冊:平裝特別版)
861.57

四月,她將到來。 / 川村元氣著 ; 陳
嫻若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8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50-3 (平
裝) NT$360
861.57

回憶修理工廠 / 石井朋彥著 ; 王蘊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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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936 種)(大賞 ;
125) .-- ISBN 978-957-33-3720-1 (平裝)
861.57

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/
大森藤ノ作 ; 御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2217 (第 1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03-222-4 (第 16 冊:平裝限定版)
861.57

我的幸福婚約 / 顎木あくみ作 ; 許婷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0 面; 21 公
分 .-- (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) .-ISBN 978-986-524-566-5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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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依然心繫於你 / あまさきみりと
作 ; 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
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550-4 (第
2 冊:平裝)
861.57
沉睡的森林 / 東野圭吾著 ; 葉韋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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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東野圭吾作品集 ; 24) .-ISBN 978-986-5580-46-9 ( 平 裝 )
NT$320
861.57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
Each Stories / しめさば作 ; 鄭人彥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2 面; 19 公分 .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544-3 (平裝)
861.57
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篇
小 說 集 . 3, 結 衣 side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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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28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866-7 (平裝)
861.57
秒速 5 公分 ONE MORE SIDE / 新海
誠原作 ; 加納新太著 ; 霖之助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6 .-- 304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869-8 (平
裝)
861.57
相遇之時、盛開之花 / 青海野灰作 ;
洪于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0
公分 .-- (iREAD ; 141) .-- ISBN 978957-658-552-4 (平裝) NT$360
861.57
神童勇者的女僕都是漂亮大姊姊!? /
望公太作 ; 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264 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
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548-1 (第 4 冊:平裝)
861.57

ISBN 978-986-524-541-2 (第 22 冊:平
裝)
861.57
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/ 健之字作 ; 許昆
暉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80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706-6 (第 2
冊:平裝)
861.57

聖 女 魔 力 無 所 不 能 / 橘由 華 作 ;
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4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543-6 (第 6 冊:平裝)
861.57

異世界食堂 / 犬塚惇平作 ; 李文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季國際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19 公分 .- (四季文庫) .-- ISBN 978-957-866140-0 (第 5 冊:平裝) NT$260
861.57
換身双子 / 伊坂幸太郎作 ; 王蘊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春日文庫 ; 94) .-- ISBN 978957-741-342-0 (平裝) NT$270
861.57
堤亞穆帝國物語 : 從斷頭台開始,公
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/ 餅月望作 ; 張
凱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0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29-3 (第 3
冊:平裝)
861.57
無限的 i / 知念實希人著 ; 林佩玟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冊 .-- (皇冠叢書 ;
第 4943 種-第 4944 種)(大賞 ; 126127) .-- ISBN 978-957-33-3732-4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33-3733-1 (下
冊:平裝)
861.57
惡寒 / 伊岡瞬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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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404-1 (平裝)
861.57
無職轉生 :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
事 /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; 陳柏伸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40 面; 19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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裏世界遠足. 4, 裏世界夜行 / 宮澤伊
織作 ; 御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8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69-9 (平裝)
861.57
輕小說 電影版哆啦 A 夢 : 大雄與新
恐龍 / 藤子.F.不二雄原作 ; 涌井学
著 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7 .-25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270-5 (平裝)
861.57
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/ 寿安
清作 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324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542-9 (第
9 冊:平裝)
861.57
暴食 狂戰士 : 唯有我突破了 所謂
「等級」的概念 / 一色一凜作 ; 陳柏
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4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30-9 (第 1
冊:平裝)
861.57
慾望的魔術師 / 谷崎潤一郎作 ; 陳系
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1-00-1 (平裝) NT$350
861.57
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
壞人大小姐 / 山口悟作 ; 霖之助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03-267-5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03-268-2 (第 9 冊:平裝限定
版)
861.57

轉生成蜘蛛又怎樣!Ex / 馬場翁作 ;
廖文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4 面; 19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553-5 (平裝)
861.57
魍魎之匣 / 京極夏彥著 ; 林哲逸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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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冊 .-- (京極
夏彥作品集 ; 2-3) .-- ISBN 978-9865580-38-4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380 .-ISBN 978-986-5580-39-1 (下冊:平裝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5580-40-7
(全套:平裝) NT$760
861.57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552-8 (第 1 冊:平裝)
861.596
妖怪出租. 3, 使用妖怪的正確方式 /
廣嶋玲子作 ; 東京妖怪繪 ; 緋華璃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童心園 ; 181) .-- ISBN 978986-507-401-2 (平裝) NT$300
861.596
妖怪出租. 4, 妖怪之所以成為妖怪 /
廣嶋玲子作 ; 東京妖怪繪 ; 緋華璃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童心園 ; 182) .-- ISBN 978986-507-402-9 (平裝) NT$300
861.59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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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03-275-0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626-303-276-7 (第 13 冊:平
裝限定版)
861.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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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328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551-1 (第 3 冊:平裝)
861.596

魔法★探險家 : 轉生為成人遊戲萬
年男二又怎樣,我要活用遊戲知識自
由生活 / 入栖作 ; 陳士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6 .-- 312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549-8 (第 3 冊:平裝)
861.57

幽靈貓. 1, 幽靈貓福子 / 廣嶋玲子文 ;
薔薇松瞳圖 ; 王蘊潔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36 面; 21
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- ISBN 978-9865593-22-3 (平裝) NT$320
861.596

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!. 2 : 被最強小
隊放逐的廚師(Lv.99)在鄉下如願以
償開設了冒險者餐廳 / 君川優樹作 ;
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4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66-8
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充滿祕密的魔石館. 2, 翡翠之家的詛
咒 / 廣嶋玲子作 ; 佐竹美保繪 ; 林佩
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童心園 ; 176) .-- ISBN 978986-507-403-6 (平裝) NT$300
861.596
半獸人英雄物語 : 忖度列傳 / 理不尽
な孫の手作 ; kazano 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70 面 ; 19 公 分 .--

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. 1, 夕陽與夜澄
掩飾不了? / 二月公作 ; 一杞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6 .-- 360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525-2 (平裝)
861.596
大大公主 / 三浦太郎文.圖 ; 邱瓊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30 公
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 112) .-- ISBN
978-986-5566-60-9 (精裝) NT$320
861.599
小修與沃特 : 餓肚子露營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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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0 面; 24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
世界 ; 113) .-- ISBN 978-986-5566-616 (精裝) NT$320
861.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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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壩守護者 / Tonko House 作 ; 呂紹
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剛好國際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 面; 28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4953-8 (精裝) NT$290
861.599
*有你多麼幸福 / 宮野聰子文.圖 ; 游
珮芸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5 .-- 36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93-18-6 (精
裝) NT$320
861.599
企鵝探險隊 / 齊藤洋作 ; 高畠純繪 ;
李慧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
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3987 (平裝) NT$230
861.599
孩子們在等著 / 荒井良二文.圖 ; 游
珮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6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380-90-4 (精裝) NT$320
861.599
第一次王國. 1, 國王的演唱會 / TojoSan 文 ; 立本倫子圖 ; 蘇懿禎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79 面; 22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93-17-9 (平裝)
NT$320
861.599
森林 100 層樓的家 / 岩井俊雄文.圖 ;
林佩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55-5
(精裝)
861.599
壽司大相撲 : 鮮蝦力士 / アンマサコ
作 ; 王蘊潔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24 公分 .-(小書迷 ; 32) .-- ISBN 978-986-558265-4 (精裝) NT$270
861.599
我最喜歡上班了 : 風靡日本的社畜
廢文高級酸!抱歉了尊嚴,但我真的需
要那個酷錢錢 / 文子文雄作 ; 林詠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社會心理系列 ; 28) .-- ISBN
978-957-9054-90-4 (平裝) NT$340
861.6
侏儒的話 / 芥川龍之介作 ; 銀色快手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1-09-4 (平裝) NT$380
861.67
離開前,我想跟你說...... / 幡野廣志
作 ; 王蘊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Better ; 25) .-ISBN 978-957-741-343-7 ( 平 裝 )
NT$270
861.67
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(典藏版) / 柄谷
行人著 ; 林暉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5 .-- 344 面 ; 20 公 分 .-(PsychoHistory ; 13) .-- ISBN 978-986357-209-1 (平裝) NT$580
1.日本文學 2.近代文學 3.文學史
861.907
她厭男,她是我女友 / 閔智炯著 ; 黃
莞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19
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46 種)(Joy ;
226) .-- ISBN 978-957-33-3729-4 (平裝)
862.57
臭鼬偵探. 1, 黃金獎牌和彈跳巴士 /
先視野作 ; 李柱喜繪 ; 黃譯嫺譯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20 面; 20 公分 .-- (優
讀本 ; 178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21-479-1 (精裝) NT$280
862.596
第五泳道 / 銀昭㫚著 ; 林佩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66-49-4 (平裝)
862.596
機密任務. 2, 代號 K,快來解除世界
危機 / 姜景琇著 ; 簡郁璇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樂讀
456 ; 66) .-- ISBN 978-626-305-009-9
(平裝) NT$320
862.596
忍不住就想挖鼻孔 / 李甲珪文.圖 ;
鄭喬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54-8
(精裝)
862.599
啊姆要吃好多好多 / 李芝殷文.圖 ;
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4 面; 29
公分 .-- (iREAD 愛閱讀) .-- ISBN 978957-14-7185-3 (精裝)
862.599
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. 8, 華盛頓特
區 / 宋道樹文 ; 徐正銀圖 ; 牟仁慧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5 .-- 160 面 ; 25 公 分 .-(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) .-- ISBN
978-957-658-538-8 (平裝) NT$300
862.599
轟隆!轟隆! / 李妙申文 ; 鄭鎮姬圖 ;
魏嘉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
24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231 (精裝)
862.599
倒數 10 分又 38 秒 / 艾莉芙.夏法克
(Elif Shafak)作 ; 謝佩妏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森
林 ; LF0143) .-- ISBN 978-986-063543-0 (平裝) NT$450
864.157

臺灣文學
經典與非典 : 文學世紀初 / 周芬伶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6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4-39-7 (平
裝)
1.現代文學 2.文學評論 863.2
沉思與行動 : 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
學與文學教育 / 柯慶明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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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6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474 (平裝) NT$780
1.臺灣文學 2.現代文學 3.文學評論 4.
文集 863.207
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 : 四十九堂
詩歌課 / 廖偉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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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; YY0244) .-- ISBN 978-986-063541-6 (平裝) NT$320
1.新詩 2.詩評 863.21
*員山吟望 : 林燈文學獎作品集. 二 0
二 0 第四屆 / 吳茂松文字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林燈文教公
益基金會, 110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6426-3-7 ( 平 裝 )
NT$250
863.3
迴旋梯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2020 第 3
屆 /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中山醫學大學,
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3268-9-7 (平裝)
863.3
淑德人文獎作品集. 第 20 屆 / 國立
潮州高中台灣文學社編輯 .-- 初版 .-屏東縣潮州鎮 :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
圖書館, 11005 .-- 44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1-31-8 (平裝)
863.3
光影移動的時候 / 安卓伊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安卓伊, 11006 .-- 120
面; 21 公分 .-- (綠光系列) .-- ISBN
978-957-43-8811-0 (平裝)
863.4
*你是我最艱難的信仰 : 凌性傑詩文
選 / 凌性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9-905-0 (精裝) NT$380 .-ISBN 978-986-359-908-1 (精裝博客來
簽名版) NT$380
863.4
芳草年年綠 / 柯淑靜作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44-194-8 (平裝)
863.4
馬祖紀事 / 王柏鐺著 .-- 初版 .-- 雲林
縣虎尾鎮 : 神農廣播雜誌社, 11005 .- 160 面; 22 公分 .-- (神農廣播文學
叢書 ; 58) .-- ISBN 978-986-95119-7-1
(平裝)
863.4
通信新聞詩文集 / 趙文豪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斑 馬 線 出 版 社 ,
11004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210-7-7 (平裝) NT$320

863.4
寫作是藝術 / 張秀亞作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張秀亞
作品) .-- ISBN 978-957-14-7189-1 (平
裝)
863.4
千翼 : 台灣野鳥變奏曲 / 黃徙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開朗雜誌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6002-98-4 ( 平 裝 )
NT$420
863.51
文字性別的獨處 / 許水富作 .-- 臺北
市 : 唐山出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08 面;
20X20 公分 .-- (許水富詩集 ; 17) .-ISBN 978-986-307-197-6 ( 平 裝 )
NT$400
863.51
台灣現代詩選. 2020 年 / 江自得, 鄭
烱明, 曾貴海, 利玉芳, 莫渝, 林鷺編
選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暉出版社,
11004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24-63-7 (平裝) NT$200
863.51
我把自己變成一封信貼在街上 / 徐
心潔作 .-- 二版 .-- [臺南市] : 徐心潔,
11004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79-3 (平裝) NT$320
863.51
那些還不習慣的事 / 於泮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於泮, 11004 .-- 10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44-8
(平裝) NT$200
863.51
阿勃勒的夏天 / 余崇生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化生
活叢書. 詩文叢集 ; 1301059) .-- ISBN
978-986-478-459-2 (平裝)
863.51
雨聲咖啡屋 / 張明仁著 .-- 高雄市 :
水西樓文學網, 11004 .-- 260 面; 21
公分 .-- (水西樓文學網叢書 ; 2) .-ISBN 978-957-28858-3-3 ( 平 裝 )
NT$200
863.51
思慕 / 陳泛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史哲出版社, 11004 .-- 124 面; 21

公分 .-- (文史哲詩叢 ; 152) .-- ISBN
978-986-314-550-9 (平裝) NT$220
863.51
被一朵花召喚 / 琹川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釀出版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讀詩人 ; 143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464-8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1
莫月娥先生詩集 / 莫月娥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
化生活叢書. 詩文叢集 ; 1301060) .-ISBN 978-986-478-461-5 ( 平 裝 )
NT$360
863.51
現代詩創作藍本<<孤獨九卷>> / 荒
島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荒島出版 ;
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經
銷, 11004 .-- 2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20-2 (平裝) NT$400
863.51
寓言集. 3 : 芻狗啟示錄 / 廖繼坤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百香果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493-7-4 ( 平 裝 )
NT$250
863.51
臺灣詩選. 2020 / 達瑞主編 .-- 初版 .- [臺北市] :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花
園 ; C149) .-- ISBN 978-986-98737-2-7
(平裝) NT$320
863.51
詩。弄影 / 楊風作 .-- 臺北市 : 唐山
出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424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07-198-3 (平裝)
NT$400
863.51
詩人托夢 / 張錯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(書林詩集 ; 58) .-ISBN 978-957-445-944-5 ( 平 裝 )
NT$250
863.51
煙月寒江草 : 黃文博臺語詩集. 5 / 黃
文博作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南鯤鯓
代天府, 11006 .-- 144 面; 25X26 公
分 .-- (南鯤鯓藝文叢書 ; 21) .-- ISBN
978-986-98929-3-3 (精裝) NT$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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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3.51
劃破寂靜夜晚的流星...... / 向日葵的
碎語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52 面; 21
公分 .-- (吟,詩卷 ; 18) .-- ISBN 978986-5488-54-3 (平裝) NT$300
863.51
夢蝶全集 / 周夢蝶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早安財經文化有限公司, 掃葉工
房, 11005 .-- 冊 .-- (掃葉工房) .-ISBN 978-986-99329-4-3 (全套:平裝)
NT$2500
863.51
慕光羽錄.詩趣 / 慕羽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吟，詩
卷 ; 19) .-- ISBN 978-986-5488-45-1
(平裝) NT$300
863.51
黎明列車 : 曾貴海世紀詩選 / 唐毓麗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2-66-1 ( 平 裝 )
NT$350
863.51
左營是個記憶的所在 : 創作劇本與
幕後紀實 / 林宜誠導演編劇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實
踐與發展研究中心, 11006 .-- 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6-1-9
(平裝) NT$150
863.54
Fiat Lux-let there be ligh 創業青年的
人生雜談 / 劉峻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51-2 (平裝) NT$380
863.55
人生的片隅 : 夏眉散文集 / 夏眉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52 面; 21 公
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G2554)(秀文學 ;
4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902-1 (平裝) NT$220
863.55
人生路 親與愛同行 / 寄三平(山鷹)
作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
會, 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310-5-4 (平裝) NT$360
863.55

工地人生 / 王雙雙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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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59-7 (平
裝) NT$300
863.55
*小站也有遠方 / 劉克襄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5 .-- 288 面 ; 21 公 分 .-(Taiwan Style ; 68) .-- ISBN 978-95732-9081-0 (平裝) NT$350
863.55
末代九九備考記事 / 陳于揚著 .-- 南
投縣埔里鎮 : 陳于揚, 11004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847 (平裝)
863.55
再次睜開眼眸 / 卓姿妤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6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35-2 (平裝) NT$200
863.55
成為洞穴 / 川貝母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92 面; 25 公分 .-- (catch ;
271) .-- ISBN 978-986-5549-92-3 (精裝)
863.55
含 淚堅強就 會出現彩 霞 / 許明雄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屯出版社,
11004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629-1-5 (平裝)
863.55
巷口的櫻花樹 / 曾品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曾品屹, 11007 .-- 14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37-0 (平
裝) NT$310
863.55
英 語 散 文 撰 集 = Collection of my
english prose / 陳世豊作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興和美企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1066-5-8 (平裝)
863.55
高山.低谷 / 陳臻瑋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48-2 (平裝) NT$250
863.55
現代散文風華 / 張玉明, 張守甫, 曾
家麒, 鄒依霖, 楊君儀, 簡郁昕編著 ;

潘麗珠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34-5
(平裝)
863.55
透光練習 / 黃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39-4 (平裝) NT$340
863.55
從詩經到費加洛婚禮 : 東西歷史文
化漫談 / 鮑家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
學類 ; PG2515)(北美華文作家系列 ;
3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907-6 (平裝) NT$270
863.55
給川川的札記 / 奚淞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聯合
文叢 ; 678) .-- ISBN 978-986-323-3817 (平裝) NT$380
863.55
最初的你就夠可愛 / 艾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148-0 (平裝) NT$350
863.55
愛,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: 台灣房屋親
情文學獎作品合集. 第一屆 / 聯經編
輯部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52 面;
19 公分 .-- (聯副文叢) .-- ISBN 978957-08-5783-2 (平裝)
863.55
歲月不待人 / 林豐賓著 .-- [新北市] :
林宇聲, 11004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23-3 (平裝)
863.55
歲月留痕 : 健群小品. 第五集 / 吳信
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
社, 11004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
叢刊 ; 434) .-- ISBN 978-986-314-5493 (平裝) NT$500
863.55
愛你的 103 個東東 / 汪汪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53-6 (平裝) NT$280
863.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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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隨意鳥日子 / BIRD ERA 鳥時代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83-4 (平
裝) NT$360
863.55
請代我問候 / 三毛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4950 種)(三毛典藏 ; 12) .-- ISBN 978957-33-3734-8 (平裝)
863.56
码头 / 翊青着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
11005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
正 體 題 名 : 碼 頭 .-- ISBN 978-98699523-8-5 (平裝)
863.57
Cat's kiss 貓研社 / D51 作 ; Narrator
原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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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8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699-1 (平
裝)
863.57
人生何處無鯤鵬 / 黑蛋白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i 小說 ;
33) .-- ISBN 978-986-99224-4-9 (第 1
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千江有水千江月 / 蕭麗紅著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(當代名家) .-- 出版 40 週年紀念版 .-ISBN 978-957-08-5853-2 ( 平 裝 ) .-ISBN 978-957-08-5789-4 (精裝)
863.57
今天月亮暫時停止轉動 / Misa 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
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65-6-9 (平裝) NT$270
863.57
太空碟影 / 劉安國著 .-- 臺北市 : 時
英出版社, 11005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22-1-5 ( 平 裝 )
NT$250
863.57

不穿紅裙的男孩 / 潘柏霖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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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009-6 (平裝)
863.57

百鬼夜行. 卷 4, 火焚鬼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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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17) .-- ISBN
978-986-06317-9-1 (平裝) NT$320
863.57

不健全 / Beck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88 面 ; 21 公 分 .-- (Bloom series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524-5 (平
裝)
863.57

回憶 / 蔡彤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史哲出版社, 11004 .-- 109 面; 21
公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33) .-- ISBN
978-986-314-548-6 (平裝) NT$220
863.57

伊人難為三部曲. 6, 打不過跑就對了!
/ 銀千羽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耕林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瘋小說 ; 117) .-- ISBN 978986-286-751-8 (平裝) NT$250
863.57
年下男攻略 / 菲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 1476) .- ISBN 978-986-335-665-3 ( 平 裝 )
NT$220
863.57
有你的明天 / 雨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司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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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06165-5-2 (平
裝) NT$280
863.57
再抱一下 / 汪培珽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愛孩子愛自己, 11005 .-- 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69-7-9
(平裝) NT$288
863.57
*成為真正的人 / 甘耀明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4 .-- 352 面 ; 21 公 分 .-(Island ; 309) .-- ISBN 978-986-406237-9 (平裝) NT$400
863.57
因為愛 / 雪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網路小
說 ; 288) .-- ISBN 978-986-0734-35-5
(平裝) NT$260
863.57

我的英雄不遲到 / 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
1475) .-- ISBN 978-986-335-664-6 (平
裝) NT$210
863.57
妖怪鳴歌錄 Formosa : 安魂曲 / 何敬
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 (九歌文庫 ; 1355) .-- ISBN 978-986450-346-9 (平裝) NT$300
863.57
我的總裁大人 / 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
1474) .-- ISBN 978-986-335-663-9 (平
裝) NT$220
863.57
那飄去的雲 / 張秀亞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- (張秀亞
作品) .-- ISBN 978-957-14-7174-7 (平
裝)
863.57
赤耀的靈憑師. vol.1, 深海之中的等
待 / 翼翎著 .-- 臺南市 : 瑞風文創,
11006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490-8-4 (平裝) NT$400
863.57
延陵劍 / 高陽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744 面; 21 公分 .-- (高陽作
品集. 紅樓夢斷系列) .-- ISBN 978957-08-5795-5 (平裝) .-- ISBN 978957-08-5802-0 (精裝)
863.57
春光如海 / 秋陽作 .-- [宜蘭縣羅東
鎮] :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(夜幕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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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 ; 182) .-- ISBN 978-986-99792-5-2
(平裝) NT$300
863.57
流星會館 / 王大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王大智
作品集 ; 9900A06)(青演堂叢稿. 六輯.
小說) .-- ISBN 978-986-478-464-6 (平
裝) NT$280
863.57
茂陵秋 / 高陽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640 面; 21 公分 .-- (高陽作
品集. 紅樓夢斷系列) .-- ISBN 978957-08-5794-8 (平裝) .-- ISBN 978957-08-5801-3 (精裝)
863.57
島之曦 / 陳耀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108-4 (平裝) NT$460
863.57
秘書老婆不給寵 / 石秀作 .-- 初版 .-[彰化 縣福 興鄉 ] : 喵 喵屋 工作室 ,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8-75-3 (平裝) NT$190
863.57
破滅 : 案簿錄.浮生. 卷二 = きえる。
/ 護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74-0 (平裝)
NT$240
863.57
被月亮禁錮的時光 / Misa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65-7-6 (平裝) NT$130
863.57
棄婦寵上天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
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8-74-6 (平裝) NT$190
863.57
超越雙軌的朵拉 = Dora out off the
rails / 小葉欖仁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釀奇幻 ; 57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467-9 (平裝) NT$260
863.57

聖潔之殤. II / 四方宇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四方宇, 11005 .-- 290 面; 21
公分 .-- (夢之鄉 ; S20) .-- ISBN 978957-43-8843-1 (平裝) NT$360
863.57
新寶島 = The Formosa exchange / 黃
崇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 (春山文藝 ; 20) .-- ISBN 978-98606389-6-7 (平裝) NT$420
863.57
*蒙罕城傳奇 / 張系國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8 面; 21
公分 .-- (文學叢書 ; 656) .-- ISBN
978-986-387-402-7 (平裝) NT$300
863.57
與你談場永不分離的戀愛 / 倪小恩
著 .-- BOD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
出版策劃, 11005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 (要青春 ; 79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6992-70-4 (平裝) NT$280
863.57
*與拒婚夫的洞房夜 / 青微作 .-- 初
版 .-- [彰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
室, 11004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8-73-9 (平裝) NT$190
863.57
網戀枕邊人 / 藍色水銀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,
11004 .-- 1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29-8 (平裝) NT$240
863.57
嬌妃要和離 / 風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
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52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79-4
(平裝) NT$270
863.57
箱庭魔女夏日騷動 / 午夜藍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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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33-7-6 (下冊:平裝)
863.57
遺失在記憶裡的歌 / 花聆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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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PO 小說 ; 56) .-- ISBN
978-986-99230-9-5 (平裝) NT$300
863.57
錯舷 / 唱無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出版, 11005 .-- 234 面; 21 公分 .-- (釀
奇幻 ; 56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468-6 (平裝) NT$300
863.57
騎在魚背離去 : 出埃及記十故事 / 武
陵驛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04 .-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3-15-7 (平裝)
863.57
贅婿 / 寄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藍
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5101) .-ISBN 978-986-527-178-7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難經 : 鬼臾區 / 吳再得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鴻名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冊 .-- (武俠經典系列) .-ISBN 978-957-29236-5-8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9236-6-5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9236-7-2
( 第 3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29236-8-9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57-29236-9-6 (全套:平裝)
863.57
霸王莫別姬 / 翼翎著 .-- 臺南市 : 瑞
風文創, 11006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490-7-7 (下冊:平裝)
NT$300
863.57
戀愛是科學 : 電視劇小說 / 三立電視
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; 金魚喬伊小說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69-6 (平裝)
863.57
鬱見妳,那一刻 / 月見星野作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月見星野, 11006 .-19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840-0 (平裝) NT$200
863.57
土地公還錢 : 臺灣民間故事精選集 /
管家琪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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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2) .-- ISBN 978-986-06242-6-7
(平裝) NT$3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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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3.596
小巫婆的心情夾心糖 : 字的心情 / 哲
也文 ; 黃純玲, PiPi, 林家蓁, 郭敏祥
圖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8 面; 21 公
分 .-- (字的童話系列 ; 7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57-503-998-1 (平裝)
863.596
天才不老媽 / 陳素宜著 ; 程宜方圖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九
歌少兒書房 ; 280) .-- ISBN 978-986450-347-6 (平裝) NT$260
863.596
巴巴國王變變變 : 字的主題樂園 / 林
世仁文 ; 楊麗玲, 鄭淑芬, 黃文玉圖 .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(字的童話系列 ; 4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57-503-995-0 (平裝)
863.596
十二聲笑 : 文字動物園 / 哲也文 ; 呂
淑恂, 吳司璿圖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8
面; 21 公分 .-- (字的童話系列 ; 5) .-ISBN 978-957-503-996-7 (平裝)
863.596
四年五班,魔法老師! / 洪志明著 ; 黃
雄生繪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51-7
(平裝) NT$300
863.596
古早童年 / 陳瑞璧作 ; 謝祖華繪圖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( 小 魯 兒 童 成 長 小 說 ;
GF110R) .-- ISBN 978-986-5566-53-1
(平裝) NT$300
863.596
永恆神弒 = Eternal deicide / 超傳導司
令作 ; 綺羅小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海穹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0 面;
21 公分 .-- (Unique ; 56) .-- ISBN 978986-99696-6-6 (平裝)
863.596
在你心海盛開的花 / 徐瑞蓮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11005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85-4-0 (平裝) NT$200
863.596

信精靈 : 字的化學變化 / 林世仁文 ;
鄭淑芬, 呂淑恂圖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76 面; 21 公分 .-- (字的童話系列 ;
2) .-- ISBN 978-957-503-993-6 (平裝)
863.596

無聲運動會 / 葉雅琪作 ; 陳亭亭繪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 ,
11006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Fun 樂讀 ;
1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0855-7 (平裝) NT$200
863.596

我們去釣魚 / 邱承宗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2 面; 23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6-62-3 (精裝) NT$350
863.596

福爾摩斯新探案 : 文字植物園 / 林世
仁文 ; 卓昆峰, Mr. B, PiPi 圖 .-- 第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76 面; 21 公分 .-- (字的
童話系列 ; 6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03-997-4 (平裝)
863.596

怪博士的神奇照相機 : 字的排隊遊
戲 / 哲也文 ; 許文綺圖 .-- 第三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(字的童話
系列 ; 3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503-994-3 (平裝)
863.596
近視鼠三兄弟 / 管家琪作 ; 米蘇繪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
社, 11006 .-- 248 面; 22 公分 .-- (管家
琪作品集. 童話 ; 4) .-- ISBN 978-98606242-7-4 (平裝) NT$350
863.596
阿嬤的粽子 / 陳辰著 ; 菊子繪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06 .-- 4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149 (精裝) NT$250
863.596
英雄小野狼 : 字的形音義 / 林世仁
文 ; 章毓倩圖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76
面; 21 公分 .-- (字的童話系列 ; 1) .-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957-503-992-9
(平裝)
863.596
啟發聰明機智小故事 / 陳湄玲, 黃建
堯, 張明薰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
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63-4 (平裝) NT$200
863.596
童話夢工場 : 傑克與魔豆少女 / 約瑟.
雅各原著 ; 耿啟文作 ; 貓十字繪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(童
話夢工廠 ; 8) .-- 本書根據<<傑克與
魔豆>>改編而成 .-- ISBN 978-957521-481-4 (平裝) NT$250
863.596

噴火龍上菜 / 劉思源文 ; 貓魚(蔣孟
芸)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 面; 24X23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608568-0 (精裝) NT$250
863.596
優惠鳥 / 管家琪著 ; 吳嘉鴻繪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社,
11006 .-- 248 面; 22 公分 .-- (管家琪
作品集. 童話 ; 3) .-- ISBN 978-98606242-5-0 (平裝) NT$350
863.596
歸來傳說故事集 / 黃嘉華, 傅若涵,
劉羽珊, 黃鈺齊, 許宥瑩, 李家萱, 蔡
晴伃合著 ; 林育諄主編 .-- 初版 .-- 屏
東市 : 國立屏東大學, 11004 .-- 5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3-8-3
(平裝) NT$250
863.596
鐘樓怪人 / 維克多.雨果(Victor Hugo)
原著 ; 許文心改寫 ; Cin Cin 繪圖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6 面; 21 公
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; 60) .- ISBN 978-986-338-399-4 ( 平 裝 )
NT$220
863.596
十二生肖之歌 / 洪福田作 .-- 二版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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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52 面;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691 (精裝) NT$390
863.598
水果們的晚會 / 楊喚詩 ; 黃本蕊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(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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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粒 ; 47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99917-8-0 (精裝) NT$320
863.598
夏夜 / 楊喚詩 ; 黃本蕊圖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(小米粒 ;
46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9177-3 (精裝) NT$320
863.598
大牙的花園 : 付出與收穫 / 張晉霖
文 ; 張鎮榮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
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國語週刊
圖書館系列. 情商繪本精選輯) .-ISBN 978-986-06466-1-0 ( 精 裝 )
NT$280
863.599
小六變厲害 / 大湖附幼白雲班全體
師生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
市內湖區大湖國小附設幼兒園,
11004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464-66-0 (精裝)
863.599
小白獅王 / 李春永, 黃鈞, 陳志強監
製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琥珀動畫科技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12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652-2-0 ( 精 裝 )
NT$800
863.599
小北極熊冒險記 / 淨地球有限公司
故事 ; 一凡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淨地球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4 面; 20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06432-0-6 (精裝) NT$280
863.599
上學生活 : 活力操場 / 妙蒜小農作 .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妙蒜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8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48-3-1 (精裝)
863.599
上學生活 : 歡樂教室 / 妙蒜小農作 .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妙蒜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8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48-2-4 (精裝)
863.599
小蟻搬家記 / 洪苡宸作.繪 .-- 彰化
市 :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國民小學,
11006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3-08-2 (精裝) NT$300
863.599

五百年後 / 黃惠玲文.圖 .-- 二版 .-新竹縣竹北市 : 和英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370-1-4 (精裝)
NT$330
863.599
文林村的故事 : 文昌廟和文林古道 /
芎林鄉立幼兒園蘋果班全體師生
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竹縣芎林鄉 : 新竹
縣芎林鄉立幼兒園, 11004 .-- 24 面;
21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421-77-9 (精裝)
863.599
不能說的秘密 / 郝廣才文 ; 林蔚婷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8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-22-6 (精裝)
NT$300
863.599
布布的新工作 / 謝明芳文 ; 胡琪琪
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6 面; 24X23 公分 .-(愛智繪本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608-569-7 (精裝) NT$250
863.599
老鷹紅豆的故事 / 沈利倩作 ; 沈錦榮
繪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桃樂絲童書坊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70-0-6 ( 精 裝 )
NT$350
863.599
我的粉蠟筆 / 許智偉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4-545-8 (精裝)
863.599
我跟你說!你不要跟別人說! / 許眙綸
圖 ; 羅金玫文 .-- [屏東縣九如鄉] : 羅
金玫, 11004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62-5 ( 精 裝 )
NT$320
863.599
夜市,我來了探索書 / 曹華執行編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(110 上繪本探索書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554-34-7 (平裝)
863.599
食平安,過好年 / 蘇懿禎作 ; 木口子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 面; 30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35830-3 (精裝) NT$280
863.599
軟絲樂園 : 基隆市暖西國民小學兒
童遊戲場改建落成紀念繪本 / 尹誠
故事原創 ; 呂春美插圖繪製 .-- 基隆
市 : 基隆市暖暖區暖西國民小學,
11005 .-- 30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417-21-5 ( 精 裝 )
NT$250
863.599
袋鼠不轉彎 = Go bravely / 李亞臻文.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李亞臻,
11004 .-- 34 面; 19X26 公分 .-- 中英
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-8782-3 (精
裝)
863.599
喜事竹夢 /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
學師生故事編寫 ; 鄭文琪, 蔡依璇,
蔡丞奇, 蔡紫怡, 蔡紫琳, 蔡永明, 梁
慧貞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
南區喜樹國民小學, 11004 .-- 40 面;
21X29 公分 .-- (臺南市兒童家鄉故事
繪本創作系列 ; 54) .-- ISBN 978-9865487-02-7 (精裝附光碟片) NT$200
863.599
最想念的味道 / 郝廣才文 ; 莫妮卡貝
瑞(Monica Barengo)圖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6-26-4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新的樂章 / 吳承澐文 ; 林岳宣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(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 978-986-557624-0 (精裝) NT$300
863.599
榮藥 / 臺南市將軍區長平國民小學
師生故事編寫 ; 吳庭瑋, 陳昱翔, 陳
柏叡, 黃塏崴, 吳欣祐, 吳易泰, 陳唯
承, 陳俊廷, 邱鍾賢, 邱翊玲, 洪妤芸,
陳苡柔, 黃楷恩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臺南市將軍區長平國民小學,
11004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(臺南市兒
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系列 ; 57) .-ISBN 978-986-5487-10-2 ( 精 裝 )
NT$200
863.599
誰是膽小鬼 / 黃本蕊文.圖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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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(小米粒 ;
45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9176-6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劉家發現竹子的故事 / 芎林鄉立幼
兒園 109 學年 度蘋 果班 全體 師生
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竹縣芎林鄉 : 新竹
縣芎林鄉立幼兒園, 11004 .-- 24 面;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786 (精裝)
863.599
賴皮鬼小兔 : 遵守遊戲規則 / 彭秀麟
文 ; 張山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
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國語週刊
圖書館系列. 情商繪本精選輯) .-ISBN 978-986-06466-3-4 ( 精 裝 )
NT$280
863.599
漢文書院 : 客家創作詩文集 / 李源發
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京兆企業社,
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0892-4-1 (平裝) NT$350
863.751
下雨了!呱呱 / 吳麗雲, 周昱瑄, 許妏
姈, 謝思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謝
思盈, 11004 .-- 30 面; 21X30 公分 .-中葛瑪蘭語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8856-1 (平裝) NT$500
863.8
張開眼睛將黑夜撕下來 : 瓦歷斯.諾
幹散文詩 / 瓦歷斯.諾幹(Walis Nokan)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讀冊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3774-6-1 ( 平 裝 )
NT$250
863.851

西洋文學
A charm of magpies series 喜鵲迷情. 1,
王者 / KJ Charles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(MM ; MM012) .-- ISBN 978986-494-272-5 (平裝) NT$350
873.57
A charm of magpies series 喜鵲迷情. 2,
飛翔 / KJ Charles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(MM ; MM013) .-- ISBN 978986-494-273-2 (平裝) NT$350

873.57
A charm of magpies series 喜鵲迷情. 3,
非君莫屬 / KJ Charles 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5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(MM ; MM014) .-- ISBN
978-986-494-274-9 (平裝) NT$350
873.57
七個謊言 / 伊莉莎白.凱伊作 ; 周倩
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4) .-- ISBN 978957-741-344-4 (平裝) NT$480
873.57
失蹤的女孩 / 麗莎.朱爾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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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957-741-336-9 (平裝) NT$399
873.57
第八位偵探 / 艾利克斯.帕韋西(Alex
Pavesi)作 ; 歸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
4874)(Choice ; 344) .-- ISBN 978-95733-3735-5 (平裝)
873.57
聊天紀錄 / 莎莉.魯尼(Sally Rooney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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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(藍小說 ;
311) .-- ISBN 978-957-13-8888-5 (平裝)
NT$380
873.57
週四謀殺俱樂部 / 理察.歐斯曼
(Richard Osman)著 ; 鄭煥昇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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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(臉譜小說選 ; FR6575) .-- ISBN 978986-235-939-6 (平裝) NT$420
873.57
傲慢與偏見 / 珍.奧斯汀著 ; 許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40 面;
21 公分 .-- (愛經典 ; 50) .-- ISBN 978957-13-8936-3 (精裝) NT$420
873.57
塵之書三部曲. II, 祕密聯邦 / 菲力普.
普曼(Philip Pullman)作 ; 王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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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576 面; 21 公
分 .-- (暢小說 ; 90) .-- ISBN 978-986344-951-5 (平裝) NT$550
873.57
蘿兒的家庭筆記 / 艾梅莉.克里奇利
(Emily Critchley)作 ; 南君繪 ; 柯清心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小說館 ; 32) .-- ISBN 978986-449-235-0 (平裝)
873.57
時空行者. II / 艾利克斯.史卡羅作 ;
陳岳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8
面; 21 公分 .-- (D 小說 ; 31) .-- ISBN
978-957-741-341-3 (平裝) NT$480
873.596
時空行者 / 艾利克斯.史卡羅作 ; 陳
岳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
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48 面;
21 公分 .-- (D 小說 ; 30) .-- ISBN 978957-741-340-6 (平裝) NT$480
873.596
100 層的火箭 / 麥克.史密斯(Mike
Smith)文.圖 ; 侯秋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8 面; 27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
世界) .-- ISBN 978-986-5566-57-9 (精
裝) NT$320
873.599

873.599
我的寶貝蛋 / 艾蜜莉.葛拉菲特文.圖 ;
郭恩惠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(小魯寶寶書 ; ABP79N) .-ISBN 978-986-5566-52-4 ( 精 裝 )
NT$320
873.599
洗洗手,熊貓先生 / 史蒂夫.安東尼
(Steve Antony)文.圖 ; 劉清彥翻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27X27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74543-4 (精裝)
873.599
神奇行李箱 / 克里斯.內勒-巴列斯特
羅斯(Chris Naylor-Ballesteros)文.圖 ;
柯倩華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0 面; 26X26 公分 .-- (繪本
館 ; BKI239) .-- ISBN 978-986-525163-5 (精裝) NT$350
873.599
莫 莉 老 師 的 友 善 學 校 / Zanna
Davidson 文 ; Rosie Reeve 圖 ; 謝靜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06 .-- 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7-80-9
(精裝)
873.599

小雲的飄浮日記 / 羅伯.哈吉森繪圖 ;
吳寬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72 面; 23
公分 .-- (iREAD) .-- ISBN 978-957-147188-4 (精裝)
873.599

無聊村的怪咖鱷魚 / 瑪格達.布羅
(Magda Brol)作.繪 ; 呂行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22-689-3 (精裝)
NT$320
873.599

天上掉下來的石頭 / 雍.卡拉森(Jon
Klassen)文.圖 ; 張淑瓊譯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(繪本 ;
27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000-6 (精裝) NT$450
873.599

失蹤的孩子 / 派翠西亞.吉布妮作 ;
吳宗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464
面; 21 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0) .-ISBN 978-957-741-335-2 ( 平 裝 )
NT$399
873.857

我的完美願望 / 麗莎.曼徹芙(Lisa
Mantchev)文 ; 潔西卡.寇特妮-堤可
(Jessica Courtney-Tickle)圖 ; 游珮芸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米奇巴克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40 面; 25 公分 .-- (繪
本夏令營 ; 3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6215-99-5 (精裝) NT$320

先知 / Kahlil Gibran 著 ; 王季慶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經
典選讀 ; 1) .-- ISBN 978-986-0707-366 (平裝) NT$420 .-- ISBN 978-9860707-37-3 (精裝) NT$560
874.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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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無境. I, 黑鴉的試煉 / 潔西卡.唐森
(Jessica Townsend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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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141-5 (平裝)
874.57
克蘇魯神話. I, 呼喚 / 霍華.菲力普.洛
夫克萊夫特著 ; 姚向輝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幻想藏書閣 ; 116) .-- ISBN 978986-06450-2-6 (精裝) NT$499
874.57
來自星星的奇蹟 / 葛蘭蒂.范德拉
(Glendy Vanderah)著 ; 楊沐希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:
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
灣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92 面; 21
公分 .-- (Echo ; MO0071) .-- ISBN
978-986-5509-82-8 (平裝) NT$420
874.57
夜訪急診室 / 泰絲.格里森作 ; 尤傳
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3) .-- ISBN 978957-741-339-0 (平裝) NT$480
874.57
革命的那一天 / 恰克.帕拉尼克
(Chuck Palahniuk)著 ; 黃鴻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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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52-2 (平裝)
NT$320
874.57
*鹿苑長春 / 瑪喬莉.金南.勞林斯
(Marjorie Kinnan Rawlings)著 ; 周沛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
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004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67-98-6 (平
裝) NT$450
874.57
黑色魔咒. 5, 魔法奇緣:入魔之母 / 瑟
琳娜.瓦倫蒂諾(Serena Valentino)作 ;
郭庭瑄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(迪士尼小說系列) .-- ISBN 978-957658-555-5 (平裝) NT$360
874.57
湯姆歷險記 / 馬克.吐溫著 ; 王幼慈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10-815-9 ( 平 裝 )
NT$360
874.57
善惡魔法學院. 6, 天命真王 / 蘇曼.查
納尼(Soman Chainani)著 ; 潘美岑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8 面; 21 公
分 .-- (善惡魔法學院 ; 1GE006) .-ISBN 978-986-5480-13-4 ( 平 裝 )
NT$490
874.57
醫院殺手 / 凱利.帕森斯作 ; 吳宗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1) .-- ISBN 978957-741-337-6 (平裝) NT$399
874.57
海洋奇緣 : 噗噗與嘿嘿 / 蘇珊.法蘭
西斯(Suzanne Francis)原著 ; 瑪莉.提
沃斯(Mary Tillworth)改編 ; 迪士尼繪
本 美 術 團 隊 (Disney Storybook Art
Team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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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40 面; 21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
Step2 .-- ISBN 978-626-306-919-0 (精
裝)
874.59
天才少女福爾摩斯. 4, 怪奇粉紅扇 /
南西.史賓格(Nancy Springer)著 ; 金瑄
桓, 林虹瑜翻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51-7 (平
裝) NT$320
874.596
天神公主學園. 5, 12 個試煉 / 瓊安.
赫魯伯(Joan Holub), 蘇珊娜.威廉斯
(Suzanne Williams)作 ; 舒靈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Much
讀本 ; 84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21-478-4 (平裝) NT$200
874.5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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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鎮的許願井 / 凱斯.卡拉布雷斯
(Keith Calabrese)著 ; 沈奕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18 面; 21 公分 .-- (青
青) .-- ISBN 978-957-14-7180-8 (平裝)
874.596
姐妹 / 卡特琳娜.庫納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32-0 (精裝)
874.596
哥吉拉對金剛 : 朋友有時會吵架 / 卡
蘿.赫琳(Carol Herring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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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20 面; 18X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007-2 (精裝)
874.596
湖 濱 小 屋 / 湯 姆 士 . 哈 定 (Thomas
Harding)文 ; 布莉塔.泰肯托普(Britta
Teckentrup)圖 ; 柯清心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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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48 面;
26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714 (精裝) NT$360
874.596
愛少女波麗安娜 / 愛蓮娜.霍奇曼.波
特作 ; 劉芳玉, 蔡欣芝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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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528 面; 21 公
分 .-- (世紀經典 ; 6) .-- ISBN 978-98606375-0-2 (平裝) NT$450
874.596
愛你本來的樣子 / 陸可鐸文 ; 馬第尼
斯圖 ; 郭恩惠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出版社, 11004 .-- 32 面; 26 公
分 .-- (道聲兒童生命教育系列 ; 4) .-ISBN 978-986-400-348-8 (精裝)
874.596
新來的同學 / 傑瑞.克萊福(Jerry Craft)
作 ; 劉清彥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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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7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- (圖像館 ;
1) .-- ISBN 978-957-8544-78-9 (平裝)
NT$450
874.596

魔咒不靈公主. 7, 魔法明信片惹的禍
/ 伊莉莎白.道森.貝克(E.D.Baker)作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Plus 讀本 ; 15) .-- ISBN 978-957-521477-7 (平裝) NT$250
874.596

企鵝才不穿毛衣! / 田村瑪莉卡
(Marikka Tamura)作 ; 丹尼爾.瑞里
(Daniel Rieley)繪 ; 海狗房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4-544-1 (平裝)
874.599

大英雄天團 : 戰鬥到最後 / 比爾.史
加侖(Bill Scollon)作 ; 迪士尼繪本美
術團隊(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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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3 .-ISBN 978-626-302-693-3 (精裝)
874.599

尿 尿 時 間 到 了 ! / 莫 . 威 廉 斯 (Mo
Willems)文.圖 ; 沙永玲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40 面; 25 公分 .-- (小魯
新生活繪本 ; 4) .-- ISBN 978-9865566-56-2 (精裝) NT$320
874.599

內 在 小 孩 / 亨 利 . 布 雷 克 蕭 (Henry
Blackshaw)文.圖 ; 海狗房東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22 公分 .-- (繪
本 ; 275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305-001-3 (精裝) NT$280
874.599
尼奇與薇拉 : 大屠殺的無名英雄與
他所拯救的孩子 / 彼得席斯(Peter Sís)
文.圖 ; 楊雅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
繪本館) .-- ISBN 978-986-5576-27-1
(精裝) NT$430
874.599
米奇度假去 / 南西.派倫特文 ; 丸山
傑哈德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
光點, 11006 .-- 32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7-79-3 (精裝)
874.599
冰雪奇緣 : 安娜的好朋友 / 克莉絲媞.
韋伯斯特(Christy Webster)作 ; 迪士尼
繪本美術團隊(Disney Storybook Art
Team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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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40 面; 21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
Step2 .-- ISBN 978-626-306-920-6 (精
裝)
874.599

我會有禮貌 : 到別人家作客 / 康妮科
威爾.米勒(Connie Colwell Miller)文 ;
維多利亞.阿薩內利(Victoria Assanelli)
圖 ; 馬玲波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25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535-906-5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我會控制音量 : 在圖書館裡 / 康妮科
威爾.米勒(Connie Colwell Miller)文 ;
維多利亞.阿薩內利(Victoria Assanelli)
圖 ; 馬玲波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25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535-904-1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我會處理衝突 : 想玩盪秋千 / 康妮科
威爾.米勒(Connie Colwell Miller)文 ;
維多利亞.阿薩內利(Victoria Assanelli)
圖 ; 馬玲波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25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535-903-4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我會遵守規則 : 我好想贏! / 康妮科
威爾.米勒(Connie Colwell Miller)文 ;
維多利亞.阿薩內利(Victoria Assanelli)
圖 ; 馬玲波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25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535-905-8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胡迪上學去 / 南西.派倫特文 ; 丸山
傑哈德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
光點, 11007 .-- 32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7-81-6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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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4.599
腦筋急轉彎 : 歡迎來到總部 / 愛波.
喬登(Apple Jordan)作 ; 迪士尼繪本美
術團隊(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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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3 .-ISBN 978-626-302-692-6 (精裝)
874.599
*鴨子騎車記 / 大衛.夏農文.圖 ; 沙永
玲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 面; 28
公分 .-- (小魯繪本時間 ; APT008R) .- ISBN 978-986-5566-50-0 (精裝)
874.599
愛默生精選集 / 拉爾夫.愛默生(Ralph
Waldo Emerson)著 ; 鄭煥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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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31-7 (平裝)
NT$450
874.6
大盜賊第一次出動 : 磨豆機失竊事
件 / 奧飛.普思樂作 ; 法蘭尤瑟.崔普
繪 ; 沙永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
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1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6-59-3 (平裝) NT$320
875.59
3 個問號偵探團. 10, 外星疑雲 / 晤爾
伏.布朗克文 ; 阿力圖 ; 姬健梅譯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007-5
(平裝) NT$300
875.596
3 個問號偵探團. 11, 幽靈船 / 晤爾伏.
布朗克文 ; 阿力圖 ; 姬健梅譯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008-2 (平
裝) NT$300
875.596
3 個問號偵探團. 9, 鼴鼠任務 / 晤爾
伏.布朗克文 ; 阿力圖 ; 姬健梅譯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

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006-8
(平裝) NT$300
875.596

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9-91-6 (精裝)
876.599

少年維特的煩惱 / 約翰.沃夫岡.歌德
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原著 ;
梁羽晨編著 ; Tiya Wu 插畫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悅樂文化館出版 : 悅智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(珍愛名著選 ; 8) .-- ISBN
978-986-98796-1-3 (平裝) NT$280
875.596

蓋房子! / 札維也德諾文.圖 ; 王欣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4 面; 21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-25-7 (精
裝) NT$550
876.599

紅番茄男孩 / 安尼克.馬森(Annick
Masson)作.繪 ; 呂行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95-4 (精裝) NT$300
875.596
愛說「不」的獨角獸 / 馬克.烏韋.克
林(Marc-Uwe Kling)著 ; 阿斯特麗德.
海恩(Astrid Henn)繪 ; 林吟霞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27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22-694-7 (精
裝) NT$360
875.596
千貽糖 / 瑪雅麗娜.雷姆克(Marjaleena
Lembcke) 作 ; 瑪 琳 . 紐 曼 (Malin
Neumann)繪 ; 劉相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小光點, 11006 .-- 40 面; 3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7-78-6 (精裝)
875.599
父親的食譜筆記 / 傑克.杜蘭德(Jacky
Durand)作 ; 許雅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01-8-1 (平裝) NT$360
876.57
成為書寫的人 : 普魯斯特與文學時
間 / 楊凱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叢
書 ; 1098) .-- ISBN 978-957-13-8921-9
(平裝) NT$380
1.普魯斯特(Proust, Marcel, 1871-1922)
2.小說 3.文學評論 876.57
大 小 兄 弟 / 亨 利 . 莫 尼 業 (Henri
Meunier)著 ; 尤安娜.康哲友(Joanna
Concejo)繪 ; 尉遲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
愛說謊的妮娜 / 伊莎貝拉.芭亞
(Isabella Paglia), 保羅.普柔葉緹(Paolo
Proietti)作 ; 張家葳(Nelly Chang)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0-19-4 (精裝)
877.599
短暫的一生 / 胡安.卡洛斯.奧內蒂
(Juan Carlos Onetti)作 ; 葉淑吟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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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(書癮 PLUS ; 5) .-- ISBN 978986-344-955-3 (平裝) NT$460
878.57
自私的蟋蟀 / 蘇珊娜.艾森(Susanna
Isern) 作 ; 米 蓮 . 希 古 迪 (Mylène
Rigaudie)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
25X25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82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80-7 (精裝)
NT$350
878.599
我的引路人 / 岡薩洛.莫爾(Gonzalo
Moure)文 ; 瑪麗亞.吉倫(Maria Girón)
圖 ; 張家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
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05-8-5
(精裝)
878.599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洲、大洋洲文學
栗子人 / 索倫.史維斯特拉普(Søren
Sveistrup)著 ; 清揚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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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(Best 嚴選 ; 129) .-- ISBN 978-98606450-1-9 (平裝) NT$499
84

881.557
懸案密碼. 8, 第 2117 號受難者 / 猶
希.阿德勒.歐爾森(Jussi Adler-Olsen)
著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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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5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- (Best 嚴
選 ; 125) .-- ISBN 978-986-06450-5-7
(平裝) NT$499
881.557
哈柏去上游泳課 / 艾絲特.凡登伯格
(Esther van den Berg)文.圖 ; 巫芷玲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 3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21-7 (精裝)
881.6599
芬妮與黑夜 / 梅里斯.道福雷斯
(Maylis Daufresne)文 ; 伊恩.德埃伊
(Ian De Haes)圖 ; 范堯寬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0-22-4 (精裝)
881.7599
就是喜歡爸爸 / Liesbet Slegers 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 面; 19X1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15-5 (精裝)
881.7599
最喜歡媽媽 / Liesbet Slegers 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0 面; 19X19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14-8
(精裝)
881.7599
巴司計畫 / 范揚夏(Terry Fan), 范揚
華(Eric Fan), 范戴文(Devin Fan)文 ;
何俊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0 面;
26X26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ISBN 978-986-5576-23-3 (精裝)
885.3599
我們之間 / 克萊兒.阿特金斯(Clare
Atkins)著 ; 郭恩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- (青春悅
讀 Bridge) .-- ISBN 978-986-338-400-7
(平裝) NT$420
887.157

豬 豬 去 觀 光 / 艾 倫 . 布 雷 比 (Aaron
Blabey)文.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5X25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13-8896-0
(精裝)
887.1599

新聞學
戰狼來了 : 「關西機場事件」的假
新聞、資訊戰 / 洪浩唐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58-7-7 (平裝) NT$350
1.新聞學 2.新聞倫理 3.媒體素養
890

藝術類
總論
讀衣 / 馮亞敏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團團創新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54-0-8 (精裝) NT$2200
1.藝術 2.時尚 3.文化 4.設計 900
深刻理解的喜悅 : 當哲學教授愛上
巴哈的「C 小調賦格曲」,從此開啟
了一段自學鋼琴的音樂旅程 / 丹.莫
樂(Dan Moller)著 ; 江信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03-4 (平裝)
NT$450
1.藝術哲學 2.音樂 901.1
模糊時尚 : 楊子強作品 =
Vaguevogue : the Yeo Chee Kiong
collection / 楊子強, 陳燕平, 約翰.卡
爾卡特, 蘇茜.林厄姆, 高千惠, 白適
銘, 簡子傑作 ; 楊子強, 陳燕平總編
輯 .-- 臺 北 市 : 藝 術 家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280 面; 27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282-274-6 (平裝)
NT$800
1.現代藝術 2.藝術評論 3.文集
901.2
啟示的年代 : 在藝術、心智、大腦
中探尋潛意識的奧祕 : 維也納 1900
到現代 / 艾力克.肯德爾(Eric Kandel)

著 ; 黃榮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608 面; 23 公分 .-- (現代名著譯叢) .-ISBN 978-957-08-5785-6 ( 平 裝 ) .-ISBN 978-957-08-5786-3 (精裝)
1.藝術心理學 2.潛意識 901.4

現.動 : 彰化現代美術的啟蒙者 / 張
雀芬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彰化
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11005 .-- 128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075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
藝想天開 : 舞台上的創意工作學 / 平
珩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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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938 種)(創藝 ;
1) .-- ISBN 978-957-33-3727-0 (平裝)
NT$380
1.藝術行政 901.6

彰化縣立溪湖國中美術班作品專輯.
第八屆 / 張世昆主編 .-- 彰化縣溪湖
鎮 :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, 11005 .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3-06-8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
辶反風景 = Re-visiting landscape / 賴
依欣主編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立美術
館, 11006 .-- 21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4-74-9 (平裝) NT$8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NO.11 感染者 :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
中高中部第 11 屆美術班畢業畫冊 /
李昆宗總編輯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立
彰化藝術高級中學, 11004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04-4
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出貨急診室 :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
術學系畢業專刊. 110 級 / 國立高雄
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0 級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
術學系, 11006 .-- 212 面; 21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97-8-3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沉李浮瓜 :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
美術班畢業畫冊. 第三十一屆 / 第三
十一屆美術班全體同學作 .-- 臺南
市 :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, 11005 .- 13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1-29-5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宜蘭縣青溪美展. 2021 / 游蒼賢總編
輯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宜蘭縣青溪新
文藝學會, 11004 .-- 96 面; 24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740-4-7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拾捌歲的熠義 :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
中學美術班畢業畫展專輯. 第一屆 /
許茂彬總編輯 .-- 嘉義縣竹崎鄉 : 嘉
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, 11004 .-- 11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732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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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園尋情 : 北中校友美展 / 洪金昌總
編輯 .-- 臺南市 :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,
11005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1-27-1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緣 Serendipity : 臺中市立龍津國中部
美術班畫冊. 2021 / 王妤安, 白宇彤,
何珮昀, 李寈, 洪羽君, 洪詩婷, 紀心
慈, 紀衣軒, 紀佳嫺, 紀孟辰, 徐意晴,
陳幼禎, 陳妍臻, 陳亮瑜, 陳柔妤, 陳
郁璇, 陳萱伃, 黃郁惠, 楊宇棠, 楊佩
諭, 劉惠姍, 蔡宜臻, 魏方合, 紀佐燁,
紀承恩, 張廷愷, 黃俞翔作 .-- 臺中
市 :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,
11004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8-85-0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質形力 :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
學系. 110 級設計組 = National Tsing
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t and
Design /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
系 110 級設計組等共 35 人 .-- 初版 .- 新竹市 :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
學系, 11005 .-- 168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34-1-1 (精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大力面 :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
國民小學美術班畢業專輯. 第 32 屆 /
六年美班全體同學主編 .-- 臺東市 :
國立臺 東大學 附設 實驗國 民小學 ,
11006 .-- 6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65-0-4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教徒 :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美
術班畢業畫冊. 第 20 屆 / 廖淑苹, 陳
盈君, 陳彥吟, 王婉婷, 郭俊佑編輯委
員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
學, 11004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07-2 (精裝)

1.美術 2.作品集

902.33

藝術新聲. 2021 : 藝術學系優秀畢業
生推薦展 = Young voices / 陳佳君總
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
11005 .-- 96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8-76-8 (平裝) NT$35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開罐 :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
學藝術才能美術班畢業暨教學成果
展集. 109 學年度 / 楊宜璟總編輯 .-臺北市 :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
學, 11005 .-- 178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4-70-7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「自以為在」 : 衝動 : 創作心理動力
第二部 = Awareness deems self as it is :
impulse: psychological dynamics in
creation part Ⅱ / 劉錫權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, 遠流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78-9-7
(平裝) NT$220
1.藝術教育 2.創造力 903
展覽的表裏 : 解析日本美術館、藝
術祭的特色與策展幕後 / 古賀太著 ;
嚴可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19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825 (平裝) NT$380
1.藝術展覽 2.美術館展覽 3.日本
906.6
試鏡表格 = Resume / 時永駿[作]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伊日美學
生活基金會, 11007 .-- 178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0577-9-0 (精裝)
NT$1000
1.藝術展覽 2.現代藝術 3.作品集
906.6
藝術節點 : 台灣當代藝術家創作展 =
Art-Network Nodes / 趙茂東總編輯 .-新北市 : 問空間工作室, 11004 .-- 6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50-35 (平裝)
1.藝術展覽 2.現代藝術 3.作品集
906.6
西廂記版畫藝術 : 從蘇州版畫插圖
到「西洋鏡」畫片 / 徐文琴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6 .-350 面; 23 公分 .-- (新銳藝術 ; 44) .--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39-5
(平裝) NT$600
1.美術史 2.版畫 3.中國 909.2
百年爛漫 : 漫畫與臺灣美術的相遇 /
五 0 俊二, YAYA, 陳小雅編繪 .-- 初
版 .-- [新北市]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8-100-3 ( 平 裝 )
NT$380
1.藝術史 2.漫畫 3.臺灣 909.33
自由的風 : 臺灣繪畫研究所特展 / 林
以珞主編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
化局, 11005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3-62-5 (平裝)
1.藝術史 2.文集 3.作品集 4.臺灣
909.3307
當藝術家變成貓 : 藝術史上最強藝
術貓的生活與時代 / 妮雅.古德(Nia
Gould)作 ; 王文娟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20 面 ; 21 公 分 .-(Ästhetik+03) .-- ISBN 978-957-905787-5 (精裝) NT$450
1.藝術家 2.世界傳記 3.貓 909.9
原藝百工 : 花蓮部落工藝家群像. II
= Arts and crafts of the Hualien
indigenous people. II / 花蓮 縣 政 府
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政府,
11005 .-- 22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9-42-3 (平裝) NT$500
1.工藝美術 2.藝術家 3.臺灣原住民
族 909.933
藝術活泉. 2020 : 新竹市藝文資源調
查 / 黃竫蕙總編輯 .-- 新竹市 : 新竹
市文化局, 11004 .-- 120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76-2 (平裝)
NT$300
1.藝術家 2.臺灣傳記 3.新竹市
909.933

音樂
莫札特魔笛音樂故事 / 潔西卡.寇特
妮-堤可(Jessica Courtney-Tickle)圖 ;
黃筱茵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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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(繪本滴 ;
97) .-- ISBN 978-957-9529-86-0 (精裝)
NT$680
1.音樂 2.繪本 9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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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欣賞 / 宮芳辰編著 .-- 第三版 .-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0-718-0 ( 平 裝 )
NT$450
1.音樂欣賞 910.13
圖解 8 小節作曲法 / 藤原豐, 植田彰
著 ; 林家暐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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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0-154-1 (平裝) NT$750
1.作曲法 2.配樂 911.7
樂器的故事 / 斯捷潘卡.塞卡尼諾娃
作 ; 雅庫布.先科插畫 ; 楊惠君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809-6-8 (精裝)
1.樂器 2.通俗作品 911.9
Who's that virgin? He is....Gawanlo. 1st
book album / 盧基宏作 .-- 臺北市 : 城
邦印書館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144 面; 18X18 公分 .-- 中英日韓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5514-58-7 (精裝)
NT$600
1.流行歌曲 2.音樂創作 913.6
你不可不知道的 100 部經典歌劇 =
100 classical opera you should know /
許汝紘暨音樂企劃小組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高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 , 11006 .-- 320 面 ; 22 公 分 .-(What's music) .-- ISBN 978-986-063762-5 (平裝) NT$520
1.歌劇 915.2
遙思 : 劉富吉笛樂作品集 / 劉富吉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劉富吉,
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21-9 (平裝) NT$400
1.笛 2.樂譜 918.1
*和樂南鳴 : 生田流日本箏 / 徐宿玶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之和音出
版 : 雅圖創意設計有限公司發行,
11004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70-1-6 (平裝) NT$800
1.箏 2.日本 919.931

建築
思映之間 : 捷運環狀線板橋站公共
藝術 = Between reflections : the public

art installation at MRT Circular Line
Banqiao Station /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
程局編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4 .-- 124 面; 24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5464-68-4 (平裝) NT$800
1.公共藝術 2.大眾捷運系統 3.車站 4.
新北市板橋區 920
愛生老死 : 表現法 106107108 創作教
學單元筆記收錄 / 包涵宥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
系, 11004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29-404-4 (平裝)
1.建築美術設計 2.教育 920.3
美麗的建築有人的聚集 / 伊東豊雄
作 ; 謝宗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097-1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329100-8 (精裝) NT$360
1.伊東豐雄 2.傳記 3.建築師 4.日本
920.9931
日本の古屋顏 : 江戶、明治、大正、
昭和時期建築記實!30 個老城鎮手繪
散策 / 小林泰彥著 ; 林安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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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89-559-7 (平裝) NT$450
1.建築藝術 2.日本 923.31
毛森江的建築工作. 3, 清水模家的質
感 / 毛森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8
面; 24 公分 .-- (創意家 ; 39) .-- ISBN
978-957-658-549-4 (平裝) NT$780
1.建築美術設計 2.臺灣 923.33
可傳承的日常 : 從葛羅培斯到
Philipp Mainzer,一條始於包浩斯的建
築路徑 / 徐明松, 倪安宇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9-961-6 ( 平 裝 )
NT$420
1.建築美術設計 2.德國 923.43

11005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185-1-3 (平裝)
1.印譜 931.7
一把美工刀削出可愛小動物 : 我的
第一本木雕手作書 / 許志達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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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4-62-2 (平裝) NT$360
1.木雕 2.工藝 933
凝視的刻線 : 陳正雄個展. 2021 =
The Carving of Gaze : Cheng-Hsiung
Chen Solo Exhibition / 林育淳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美術館,
11005 .-- 120 面; 25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5487-06-5 (平裝)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2021 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市
石雕協會第八屆會員聯展作品集 /
陳冠寰主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石雕
協會, 11004 .-- 88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83049-7-0 ( 平 裝 )
NT$500
1.石雕 2.作品集 934
陶色茶香 : 桃園茶與陶藝術展覽.
2021 /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 桃園市政
府農業局編著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
府文化局, 11004 .-- 192 面; 29X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61-8 (平裝)
NT$600
1.陶瓷工藝 2.茶藝 3.作品集 4.桃園
市 938
國家工藝成就獎得獎者專輯. 2018 :
火生蓮華 : 孫超的釉彩傳奇 = Lotus
blooms from fire : the crystalline glaze
legend of Sun Chao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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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68 面;
29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226 (精裝) NT$2000
1.孫超 2.臺灣傳記 3.陶瓷工藝 4.作
品集 938

雕塑

麥森萬象. 2021 = Melssen splender /
稅素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裕生
活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0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105-4-4 (平
裝) NT$1000
1.瓷器 2.作品集 3.德國 938

南風印社. 第四輯 / 蔡孟宸主編 .-新北市 : 宸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
盤撋鄉土情. 二, 方樑生彩盤西港香
醮百圖集 / 方樑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財團法人大牛兒童城文化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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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會, 11005 .-- 216 面; 27X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3921-3-7 (精裝
附光碟片) NT$1000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938
觀生活 : 蔡榮祐個展專輯. 2021 / 蔡
榮 祐 作 .-- 臺 中 市 : 廣 達 藝 苑 ,
11005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0718-1-0 (精裝)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938
台灣瓷繪藝術協會會員作品畫冊 /
宋茂林總編輯 .-- 嘉義市 : 台灣瓷繪
藝術協會, 11005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87-0-6 (第 1 冊:平
裝)
1.陶瓷畫 2.作品集 938.3

書畫
我心中的南十字星 : 岑龍和他的藝
術 = The southern cross : Cen Long, his
world of art / 林暄涵主編 .-- 臺南市 :
蔚藍藝術經 紀有限 公司 , 11006 .-1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385-4-2 (平裝) NT$1200
1.岑龍 2.畫家 3.傳記 4.中國 940.98
書畫隨筆 / 朱省齋原著 ; 蔡登山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05 .-- 246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
190) .-- BOD .-- ISBN 978-986-554043-2 (平裝) NT$320
1.書畫 2.藝術評論 3.文集 941
畫人畫事 / 朱省齋原著 ; 蔡登山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05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
191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5540-37-1 (平裝) NT$520
1.書畫 2.藝術評論 3.文集 941
藝苑談往 / 朱省齋原著 ; 蔡登山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06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
19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5540-40-1 (平裝) NT$520
1.書畫 2.藝術評論 3.文集 941
三絕 : 中國詩書畫 / 李霖燦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12 面; 29 公分 .-- (李霖
燦導讀故宮名畫精粹)(雄獅叢書 ; 1139) .-- ISBN 978-957-474-164-9 (平裝)
NT$420
1.書畫 2.藝術評論 941.4

省齋讀畫記 : 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 /
朱省齋原著 ; 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5 .-- 350 面;
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 189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36-4 (平裝)
NT$520
1.書畫 2.藝術欣賞 3.唐代 4.宋代
941.4

1.書法 2.作品集

神遊 : 古今第一山水畫 / 李霖燦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雄獅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12 面; 29 公分 .-(李霖燦導讀故宮名畫精粹)(雄獅叢
書 ; 01-037) .-- ISBN 978-957-474-1625 (平裝) NT$420
1.書畫 2.藝術評論 941.4

南陵書會會員展集. 第八屆 : 筆情墨
韻 / 余天賜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南陵
書會, 11005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89748-4-5 ( 平 裝 )
NT$50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6

神紋樣 : 廖慶章 = Cosmos and its
patterns : Liao Chin Chang / 廖慶章
作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
11005 .-- 16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15-7 (平裝)
1.中國畫 2.畫冊 945.6

清淨心翫 / 楊思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,
11004 .-- 84 面; 24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113-7-5 (平裝)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6

薰-芳菲絮語 : 張貞雯作品集 / 張貞
雯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松風閣畫
廊, 11005 .-- 19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4-0-6 (精裝) NT$1500
1.膠彩畫 2.畫冊 945.6

越南阮朝紹治帝讚美順化京都廿景
詩 /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
中華書法傳承學會, 11004 .-- 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998-1-5
(平裝) NT$100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6

麗水風華 : 張克齊七十回顧展 =
Beautiful Scene : Chang Ke-Chi 70years-old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/ 張
克齊作 ; 楊同慧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
國立國父紀念館, 11005 .-- 15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257 (精裝) NT$2000
1.工筆畫 2.畫冊 945.6

獨秀 : 中國名畫之最 / 李霖燦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24 面; 29 公分 .-- (李
霖燦導讀故宮名畫精粹)(雄獅叢書 ;
01-038) .-- ISBN 978-957-474-163-2
(平裝) NT$420
1.中國畫 2.藝術評論 941.4
福杯滿溢 : 經句書畫小集 / 陳秀菊
(悠然)書畫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青雲
印刷月曆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7-0-7
(平裝) NT$10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中華大漢書藝協會創會四十週年書
畫大展 = 4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
for the Dahan Calligraphy Association
of the ROC / 林美卿主編 .-- 臺北市 :
中華大漢書藝協會, 11004 .-- 1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2965-6-5
(平裝) NT$8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6
九成宮醴泉銘 / 郭本厚作 .-- 新北市 :
駿燁企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84 面;
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8-0-9
(平裝) NT$300
1.法帖 943.5
刀筆爭輝 : 高連永書法篆刻硯銘印
石展 / 高連永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
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,
11005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8-87-4 (精裝) NT$600
1.書法 2.篆刻 3.作品集 943.5
書法新主藝 / 施春茂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681-9 (平裝) NT$550

943.5

予恁歡喜愛寫字 : 澎湖縣後寮國小
師生書法作品集 / 鄭振聰主編 .-- 澎
湖縣白沙鄉 : 澎湖縣白沙鄉後寮國
民小學, 11004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27-59-7 ( 平 裝 )
NT$11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6

路遙書篆書春聯 / 蕭世瓊作 .-- 臺中
市 : 林瑪琍, 11004 .-- 22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29-5 (平裝)
NT$300
1.篆書 2.春聯 943.7
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/ 徐
復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
書局有限公司, 11004 .-- 1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54-1 (平
裝) NT$360
1.中國畫 2.書畫鑑定 945.2

1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2275-3 (平裝) NT$35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侯勝賢畫集. 二, 丹青澄心 30 年回顧
選輯 / 侯勝賢作 .-- 高雄市 : 侯勝賢,
11005 .-- 204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36-3 (平裝)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
羽山淳一的動畫角色速寫密技 / 羽
山淳一作 ; 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6 .-- 175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734 (平裝) NT$380
1.素描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947.16

嶺南畫派大展 / 方榮誠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虹文化企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928-4-3 (精裝) NT$1500
1.中國畫 2.嶺南畫派 3.畫冊 945.5

從一枝筆開始!自由自在速寫課 : 打
稿上色 X 主題練習 X 作品解析,速
寫一點都不難! / B6 速寫男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0-147-3 ( 平 裝 )
NT$450
1.素描 2.繪畫技法 947.16

*汖鷠.騷 : 李振明後文人彩墨創作 =
Ink art of Lee Cheng-Ming / 李振明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名山藝術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4 .-- 60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5773-9-7 (平裝)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
硬筆風景畫 : 代針筆素描入門 / 師岡
正典著 ; 元子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1-494-1 (平裝) NT$420
1.素描 2.風景畫 3.繪畫技法 947.16

心印臺灣 : 李君毅當代水墨藝術 =
Heartprints of Taiwan : Lee Chun-yi's
contemporary art / 李君毅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藝術家出版社, 11006 .--

Q 版漫畫臨摹素材這本就夠了 / 噠
噠貓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
化出版社, 11006 .-- 208 面; 29 公分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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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986-377-679-6 ( 平 裝 )
NT$320
1.漫畫 2.繪畫技法 947.41
性感誘人 H 系女子服裝繪畫技法 /
TYONE 作 ; 林芷柔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6 .-1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674-1 (平裝) NT$380
1.漫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947.41
美 漫 腳 本 創 作 / 馬 克 . 尼 斯 (Mark
Kneece)著 ; 林柏宏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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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0-151-0 ( 平 裝 )
NT$1000
1.漫畫 2.腳本 947.41
恐龍樂園 : 古大陸.白堊紀.暴龍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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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30) .-- ISBN
978-986-5588-21-2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動漫女角彩妝指南 / 姐川作 ; 黃琳雅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版社, 11006 .-- 143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7-680-2 ( 平 裝 )
NT$350
1.動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947.41
尋找愚趣園 / 胡勇輝文字 ; 許豐定
繪 ; 林韋地, 陳丹楓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: 三
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11-0-6 (平裝)
947.41
當我們 TSUM TSUM 在一起 : 邊看
漫畫邊解謎 / Shirota シロ太作 ; 林宜
錚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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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657-1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樹下長椅 / 克里斯多福.夏布特
(Christophe Chabouté)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06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9-960-9 ( 平 裝 )
NT$450
1.漫畫 947.41
謎之名畫的詛咒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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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(X 怪奇偵察隊 ; 4) .-- ISBN
978-986-5588-20-5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讓角色活起來!動漫人物設計與描繪
技法 / STUDIO HARD Deluxe 編著 ;
洪沛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927 (平裝) NT$380
1.動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947.41
lack 畫集. 2 : RPG / lack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更生文化設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41-0-4 (平裝) NT$700
1.插畫 2.作品集 947.45
Miyuli 的插畫功力進步 TIPS : 用來
描繪人物角色插畫的人物素描 /
Miyuli 著 ; 林廷健翻譯 .-- 新北市 :
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59-90-4 (平裝) NT$360
1.插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947.45
弘司作品集 : 翼之輪舞 / 弘司作 ; 楊
哲群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59-88-1 (平
裝) NT$400
1.作品集 947.45
超可愛圖文隨手畫 10000 例大全 :
萌翻你的手帳&生活無極限 / 飛樂鳥
工作室原著 ; 陳怡伶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793-3 (平裝)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
始學習 / 安德魯.路米斯作 ; 黃姿頤
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9559-89-8 ( 平 裝 )
NT$40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漾彩心境 : 新北市永平國小藝術才
能美術班畢業創作集. 2021 第 8 屆 =
Colorful mind / 林玉仙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
民小學, 11004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2-26-0 (精裝)
1.兒童畫 2.畫冊 947.47
*. 引 . : 鄭 宏 章 畫 集 . 2021 =
Gravitation : Cheng Hung-Chong's art
collection of 2021 / 鄭宏章創作 .-- 臺
南市 : 東門美術館, 11004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82-6-6
(平裝) NT$600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Skin Off 丟,臉 / 丁俊心作 .-- 初版 .-[臺北市] : 丁俊心, 11004 .-- 72 面;
15X15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57-43-8783-0 (平裝)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會員作品集.
第 十 二 屆 = The women artists
association of Taipei, the 12th member
works collection / 謝蘭英, 林育州, 劉
子平, 李曉明, 王錦秀, 劉粹垣, 李敏
吟, 高淑惠編輯 .-- 新北市 : 台北市
西畫女畫家畫會, 11005 .-- 108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4365-27 (平裝) NT$1000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薈萃 :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美術
班畢業畫冊. 第 36 屆 / 第 36 屆美術
班全體同學作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立
南新國民中學, 11005 .-- 128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05-8 (平
裝)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
獅鷲的天秤 : AOGACHOU 作品集 /
AOGACHOU 著 ; 王怡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06-1 (平裝)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
藝窩瘋 :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美
術班畢業畫冊. 第 23 屆 / 臺南市立
新市國中第 23 屆美術班全體同學
作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
學, 11005 .-- 96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7-08-9 (精裝)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
繪畫工作成功的技巧 : 從安德魯.路
米斯領會的「光影」和「透視」開

兔子的夢幻婚禮 / zhao 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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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72 面; 25X25 公分 .-- (多彩
多藝 ; 7) .-- ISBN 978-957-686-808-5
(平裝) NT$320
1.鉛筆畫 2.繪畫技法 948.2

11006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8-80-5 (平裝) NT$300
1.油畫 2.抽象藝術 3.畫冊 948.5

風景水彩畫技法入門 / 陳穎彬著 .-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(Painting ; 3) .-- ISBN 978-986-548101-8 (平裝) NT$350
1.水彩畫 2.風景畫 3.繪畫技法
948.4

攝影；電腦藝術

雪莉的午后水彩時光 / Sherry(雪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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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2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08-9 (平
裝) NT$580
1.水彩畫 2.繪畫技法 948.4
NO.1 嘉義市當代藝術學會畫冊 =
Chiayi
City
Contemporary
Art
Association album / 尹信方, 吳筱瑩,
陳芊瑑主編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當代
藝術學會, 11005 .-- 104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16-0-7 (平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台灣五月畫會六十五週年會員聯展
= 65 Anniversary Joint Exhibition of the
Taiwan Fifth Moon Group / 吳柳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五月畫會,
11004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5329-1-5 (平裝) NT$10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邱榮茂采藝油畫創作集 = Qiu Rong
Mao's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/ 邱榮茂
作 .-- 臺中市 : 邱榮茂, 11005 .-- 5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42-4
(平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情懷大地 : 林顯宗歸鄉展. 2021 =
The Great Emotion in Landscape :
Return Exhibition of Lin Hsien-Tsung /
呂信芳總編輯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
府文化局, 11005 .-- 114 面; 25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18-48-9 (平裝)
NT$500
1.油畫 2.作品集 948.5
當代語境探索 : 蔡永明繪畫個展 =
Explorig modern aesthetic lexicon : Tsai
Yung-min's solo exhibition / 蔡永明
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

看不見,怎麼拍? / 胡毓豪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(Origin ; 24) .-- ISBN 978-95713-8971-4 (平裝) NT$480
1.攝影 2.攝影技術 3.數位攝影 952
omar's 拍立得手札 : 時光顯影 / 蘇筳
詔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46-8 (平裝)
NT$300
1.攝影集 957
存在 : 風景的畫像 : 蔡昌吉攝影.
2021 = Interfuit : Portraits of Sceneries :
Tsai Chang-chi Photography. 2021 / 蔡
昌吉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
局葫蘆墩文化中心, 11005 .-- 76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881 (平裝) NT$350
1.攝影集 2.風景攝影 957.2
林再生經典攝影集. 1, 世界級名山 =
Lin, Tsai-Sheng's photography / 林再生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陳孟秋,
11004 .-- 96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00-4 (平裝) NT$250
1.攝影集 2.風景攝影 957.2

工藝美術
EVE :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學系畢業
製作作品集. 106 級第十一屆 / 時尚
設計學系 106 級第十一屆全體畢業
生著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實踐大學
時尚設計學系, 11005 .-- 512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29-409-9 (精
裝)
1.設計 2.時尚 3.作品集 960
甜甜圈特攻隊 : 正修科技大學視覺
傳達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. 110 級 /
賴岳興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正修
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, 11004 .-1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689-94-0 (精裝)
1.視覺設計 2.作品集 960
90

臺 灣 藝 術 設 計 年 鑑 . 2020-2021 =
Taiwan arts & design yearbook / 林劭
均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
人康堤教育基金會, 康堤創意設計研
究中心, 11004 .-- 35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516-2-9 ( 精 裝 )
NT$1800
1.設計 2.作品集 960
曬. 2021 :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
設計學系畢業專刊. 110 級 / 林欣如,
吳㚸芸, 彭璐編輯 .-- 高雄市 : 國立
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,
11005 .-- 12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169-1-2 (平裝)
1.設計 2.工藝美術 3.作品集 960
台灣設計研究院年報. 2020 = Taiwan
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annual report.
2020 / 張基義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臺灣設計研究院, 11004 .-- 96
面; 28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98998-2-6 (平裝)
1.設計 2.期刊 960.5
設計人. vol.52 = Designer / 中島姳彥
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
學出版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設計學
院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發行, 11006 .-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18-5-5 (平裝) NT$150
1.設計 2.期刊 960.5
隨翻即用 配色手帳 / 久野尚美作 ;
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三悅文
化圖書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4
面 ; 17X17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392-8-7 (平裝) NT$550
1.色彩學 963
台灣設計策略的演變 : 台灣設計史 =
Taiwan design history : the development
of design strategy in Taiwan 1960-2020
/ 鄭源錦(Paul Cheng)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6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4-914-4 (精裝) NT$1500
1.設計 2.產業發展 3.產業分析 4.臺
灣 964
重塑日本風景 : 頂尖設計師的地方
創生筆記 / 梅原真作 ; 方瑜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驗室, 行
人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57-8-3 (平
裝) NT$460
1.商品設計 2.包裝設計 964

產品設計的法則 : 入手 101 個好設
計的基本&進階,做出會賣的設計 /
張 誠 (Sung Jang), 馬 汀 . 泰 勒 (Martin
Thaler)作 ; 馬修.佛瑞德列克(Matthew
Frederick)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
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5 .-- 224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86-3-9 ( 平 裝 )
NT$350
1.設計 2.產品設計 964
唯為藝 Vissi d'arte : 國立東華大學藝
術創意產業學系畢業作品集. 111 級
/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
111 級唯為藝畢業製作全體同學著 .- 花蓮縣壽豐鄉 :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
創意產業學系, 11005 .-- 11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2-0-5 (平
裝) NT$380
1.產品設計 2.作品集 3.展覽 964
康堤跨領域設計年度專刊. 2020-2021
= Conti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. 20202021 / 林劭均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財團法人康堤教育基金會, 康堤
創意設計研究中心, 11004 .-- 30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516-3-6
(平裝) NT$500
1.設計 2.作品集 964
透過模仿學習成功傳達的出色設計 /
深田美千代著 ; 洪禎韓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睿其書房, 11007 .-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0-47-2 (平裝)
1.商業美術 2.廣告設計 964
產品包裝一定要知道的事 : 撿到設
計老師的 BG 本 / 王炳南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06-4-3 (平裝) NT$480
1.包裝設計 964.1
從一到一 : 工一設計,台灣 80 後世代
設 計經營與 創新實 踐 / 工一設計
One Work Design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
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684-9 (精裝) NT$500
1.工一設計 2.室內設計 967
*燕巢願景館開幕暨橫山藝術祭.
2021. I, 燕巢嘉年華護照 / 盧圓華總
編輯 .-- 高雄市 : 樹德科技大學,

11004 .-- 9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30-3-9 (平裝)
1.家具 2.家具設計 3.空間設計 4.作
品集 967.5
神紋樣 : 蘇小夢 = Cosmos and its
patterns : Hsiao-Meng Su / 蘇小夢作 .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
11005 .-- 16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16-4 (平裝)
1.金屬工藝 2.作品集 968.5

技藝
幾何美學的花藝設計入門基礎教科
書 / 張曼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張
曼玲, 11004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01-1 ( 平 裝 )
NT$480
1.花藝 971
模型紙飛機 / 啟得文化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啟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(益智教室 ; 26) .- ISBN 978-986-98636-9-8 ( 平 裝 )
NT$300
1.摺紙 972.1
可直接切割的剪紙素材 : 繽紛的 5
色造型剪紙練習帖 / 佐川綾野作 ; 林
芷柔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6 .-- 160 面 ;
21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59-874 (平裝) NT$400
1.剪紙 972.2

戲劇
牽風箏的人 : 「風箏計畫」全記錄
x12 堂戲劇課程實作教案,以戲劇為
青少年教育注入另一種可能 / 余浩
瑋, 杜傳惠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青
少年表演藝術聯盟, 11005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88-4-1
(平裝) NT$400
1.戲劇 2.表演藝術 3.青少年教育
980
喜劇攻略 : 卡米地的脫口秀心法 / 張
碩修(Social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44-8 (平裝) NT$480
1.戲劇理論 2.表演藝術 3.喜劇
980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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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曲演進史. 一, 導論與淵源小戲 /
曾永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20 面; 23
公分 .-- (國學大叢書) .-- ISBN 978957-14-7193-8 (精裝)
1.中國戲劇 2.戲曲史 982.7
鏡夢與浮花 : 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
讀 / 鍾正道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叢
書 ; 91) .-- ISBN 978-957-13-8912-7
(平裝) NT$450
1.張愛玲 2.電影文學 3.影評 4.現代
小說 5.文學評論 987.013
台灣人意象 : 凝視與再現,香港與大
陸影視中的台灣人 / 倪炎元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280 面; 23 公
分 .-- (Orgin ; 23) .-- ISBN 978-957-138907-3 (平裝) NT$380
1.電影 2.傳播社會學 3.文化 4.臺灣
987.2
一屍到底的省錢拍攝術 : 這樣拍最
省!超低預算電影的幕後製作秘辛全
公開 / 曽根剛著 ; 林于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67-7 (平
裝) NT$450
1.電影製作 2.電影攝影 987.4
親 愛的房客 電影劇照 書 / 李孟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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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682-3 (平裝)
1.電影片 2.照片集 987.83
<< HIStory4.近距離愛上你 >>影像日
誌本 / 巧克科技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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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853-7 (平裝)
1.電視劇 2.電視攝影 989.2
近距離愛上你 : HIStory4.典藏寫真書
/ 巧克科技新媒體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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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208 面;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0089 (平裝)
1.電視劇 2.照片集 989.2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
休閒活動規劃 / 楊明賢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(休閒
遊憩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298-366-9
(平裝) NT$450
1.休閒活動 990
探索參山地景地貌 / 吳孟娟, 溫庭君
企劃撰文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交通
部觀光 局參山 國家 風景區 管理處 ,
11005 .-- 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94-7 (平裝) NT$450
1.參山國家風景區 992.3833
台灣潛水秘境 : 海洋生態環島之旅 /
賽門.普利摩(Simon Pridmore)著 ; 謝
孟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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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379 (平裝) NT$480
1.潛水 2.臺灣旅記 994.3
紅樓大觀園 : 砸缸救人 / 狐狸家編
著 ; 姜紫迎.劉霽瑩繪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0 面; 3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73-8 (精
裝) NT$350
1.遊戲書 996
紅樓大觀園 : 樹洞取球 / 狐狸家編
著 ; 姜紫迎,劉霽瑩繪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0 面; 3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72-1 (精
裝) NT$350
1.遊戲書 996
101 道科學遊戲玩出好奇腦 : 挑戰你
的極限!100+腦力全開的科學益智遊
戲,考驗推理力、想像力和分析思考
力! / 達瑪拉.史壯(Damara Strong)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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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1-285-5 (平裝)
1.益智遊戲 997
巧智拼球大冒險 : 鍛鍊你的腦袋 / 楊
儒勳, 張家綸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陞運事業有限公司, 11004 .-- 72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887-8-1
(平裝)
1.益智遊戲 997
動物邏輯推理棋 / 李瑞麟, 呂添意總
編輯 .-- 臺北市 :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187-6-1 (全套:平裝)
1.益智遊戲 997
*三山謎話集成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
雄市 : 菜根香出版社, 11005 .-- 122
面; 19 公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ISBN 978-986-6169-61-8 (平裝)
1.謎語 997.4
臺語雙疊詞謎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雄
市 : 菜根香出版社, 11006 .-- 120 面;
19 公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ISBN 978-986-6169-62-5 (平裝)
1.謎語 2.臺語 997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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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6 .-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05-4 (第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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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6-61-1 (第 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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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6-60-4 (第 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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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6-63-5 (第 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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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6-62-8 (第 34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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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數獨好好玩 / 尤怪編著 .-- 初版 .-新竹縣湖口鄉 : 尤怪工作室, 11004 .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74-1-1 (平裝) NT$150
1.數學遊戲 997.6
邏輯大謎題 : 培養邏輯思考的 38 道
謎題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黃經良
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5 公
分 .-- (少年伽利略 ; 5) .-- ISBN 978986-461-243-7 (平裝) NT$250
1.數學遊戲 2.邏輯 997.6
扭曲仙境 魔法檔案 / SQUARE ENIX
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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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705-9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穿越時空的貓公式畫集 : THE ART
OF ANOTHER EDEN / SQUARE
ENIX 作 ; 霖之助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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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867-4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連鎖機關設計大挑戰!Minecraft 有趣
裝置創意大全 / カゲキヨ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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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6 .-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014-2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ROBOT 魂<SIDE MS>機動戰士鋼彈
ver.A.N.I.M.E 大全 / HOBBY JAPAN
編 輯 部 作 ; 孫 豐 澤 (FORTRESS) 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30-3 (平裝)
NT$420
1.模型 2.工藝美術 999
微縮 1/12!袖珍屋裡的軟陶麵包＆甜
點 / Petite Fleur 著 ; 黃鏡蒨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手
作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(趣‧手藝 ;
105) .-- ISBN 978-957-9623-67-4 (平裝)
NT$380

1.泥工遊玩 2.黏土

999.6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目錄
政府出版品
Hanging out at the art museum/author
Åshild Kanstad Johnsen; chief editor
Kuo Tzu-Yi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北
市美術館, 11005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4-63-9 ( 精 裝 )
NT$390
「雲林縣管區域排水客子厝大排規
劃檢討(含治理計畫修正及圖籍)」
( 規 劃 檢 討 成 果 報 告 )= The
improvement planning of Kezicuo
drainage in Yunlin County/禹安工程顧
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雲
林縣 : 雲縣府, 11004 .-- 3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5-98-2 (平裝
附光碟片)
日日飼禾禾: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
學系畢業畫冊. 110 級/唐羽萱, 何詒
臻, 林怡廷, 顏子萱, 吳翊綸編輯 .-嘉義縣 : 嘉大視覺藝術系, 11005 .-336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650-7-1 (精裝)
文化與休閒學術研討會. 2021: 多元
文化與認真休閒的新思維論文集/海
樹兒.犮剌拉菲(Haisul Palalavi)總編
輯 .-- 臺東縣 : 臺東大學文休系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465-11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4652-8 ( 中冊: 平 裝) .-- ISBN 978-98606465-3-5 (下冊:平裝)
木虌果栽培管理技術/薛銘童, 林駿
奇, 許育慈, 陳信言作 .-- 第 1 版 .-臺東市 : 農委會臺東農改場, 11004 .- 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5-26-2 (平裝) NT$280
市民畫廊: 天鈞自悠悠: 蔡式媚個展=
Gallery for Citizens: at Ease with Nature:
Solo Exhibition of Tsai Shih-Mei/魏鎮
中執行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
市美術館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5-29-2 ( 平 裝 )
NT$250
台南使用書/蔡羽星採訪撰稿; 郭貞
慧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南市觀光旅遊

局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487-14-0 (全套:平裝)
永 聲 花 : 無 盡 的 聲 音 風 景 = The
eternal soundscape: a myriad of
everlasting memories/林育淳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美館, 11004 .-- 44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041 (平裝)
行政執行蘭陽 20 年回顧/劉世民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 : 法務部行政
執行署宜蘭分署, 11004 .-- 6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3-59-7 (平
裝)
竹園藝廊藝傳百年: 臺南一中歷任美
術老師作品聯展/高英耀主編 .-- 臺
南市 : 臺南一中, 11005 .-- 4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1-30-1 (平
裝) NT$300
防疫新生活: 臺灣健康 GO/黃國晉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醫院旅遊
醫學中心, 11004 .-- 17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52-54-4 (平裝)
串遊季 REUSE: 從未發現.終於出現.
好久不見/李智富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中市文化資產處, 11004 .-- 4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77-5
(平裝) NT$380
我歌我畫雲山美: 廖涵茵創作展專輯
= Liao Han-yin Artwork Collection/廖
涵茵(明瑛)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
軍臺中總醫院, 11004 .-- 36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46-78-9 (平裝)
NT$600
汲墨心逑: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
畢業書篆展作品集. 一一零級/國立
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作 .-- 臺南市 :
臺南大學國文系, 11004 .-- 12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48-7-3 (精
裝)
*芳蘭菁英錄: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
24、25 屆傑出校友/李佳玲主編 .-臺北市 : 臺北教育大學, 11003 .-- 143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55-94 (精裝) NT$500
原生蕨類: 長葉腎蕨之栽培管理與應
用 = The Giant Sword Fern to
cultivation/李文南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
東市 : 農委會臺東農改場, 11004 .-4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28-6 (平裝) NT$2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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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研究. 第 25 輯/ .-- 臺北
市 : 行政院, 11004 .-- 235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14-2 (平裝)
NT$350
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. 109 學年度:
霧峰農工: 師生書畫展. 十三/許文雄,
唐臻懿, 陳毓芬編輯小組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霧峰農工, 11004 .-- 45 面;
26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904 (平裝) NT$500
國土白皮書. 2021 年/內政部營建署
編輯 .-- 臺北市 : 內政部, 11004 .-- 45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0-922 (平裝)
現代食品科技/王怡婷, 朱永麟, 周志
輝, 周柏誼, 胡宏熙, 翁銘泓, 唐嘉偉,
陳勁初, 陳健賢, 陳勝義, 黃耀文, 葉
安義, 葉娟美, 溫曉薇, 蕭介夫, 蕭泉
源, 賴建宏, 戴汎蓁, 謝昌衛, 顏國欽
編著; 詹富智, 林金源主編 .-- 臺中
市 : 食品科技產業創新教學推動中
心, 11004 .-- 2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0-10-7 (平裝)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建校三十周年專
刊/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編輯小組 .-澎湖縣 : 澎湖科大, 11005 .-- 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62-2-1
(精裝)
換,煥/葉彤恩主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
文華高中, 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58-79-9 (平裝)
詩情畫意: 六甲建築色鉛筆詩畫集/
陳啓榮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
市六甲區公所, 11006 .-- 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03-4 (平裝)
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創校二
十週年校慶特刊/楊玲枝總編輯 .-臺中市 : 臺中市大德國小, 11004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8-78-2 (平裝)
圖文傳播科技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
會論文集&大會手冊. 2021= Journal
and Conference Manual of 2021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aphic
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& Arts/楊
炫叡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臺灣藝大圖
文傳播系所, 11004 .-- 12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8-4-8 (平裝)
*數位傳播-賽博光廊暨飆心立藝學
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0/邱啓明總編
輯 .-- 新北市 : 臺灣藝大廣電系,

11005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18-3-1 (平裝)

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404-4 (全套:平裝)

外語教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.
2020=
2020
NPTU
Conference
Proceedings on Foreign Language
Education and Culture/林弋凱, 牛亞琪,
葉曇樺, 佐藤敏洋, 簡中昊著 .-- 初
版 .-- 屏東市 : 屏東大學, 11005 .-11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42-0-2 (平裝) NT$350

109 年記帳士全套(專業科目)/方君,
賦誠, 歐欣亞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402-0 (全套:平裝)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
(超素養)化學學測閱讀與探究/謝道
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4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54-2 (平裝) NT$275
(超素養)物理學測閱讀與探究/盧政
良, 簡聿成, 莊文治, 周靈秀編著 .-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4 .-- 20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47-4
(平裝)
(滿級分)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/尤文
良, 曹美華, 鄭吉成, 劉瑋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4 .-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149-8 (下冊:平裝) NT$263
108 年中華民國農會新進人員: 企劃
管理類 會務行政/千華編委會, 江峰,
陳金城, 程馨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410-5 (全套:平裝)
108 年中華民國農會新進人員: 金融
業務類 信用業務/千華編委會, 江峰,
歐欣亞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411-2 (全套:平裝)
108 年中華民國農會新進人員: 財務
管理類 財務管理/千華編委會, 江峰,
歐欣亞, 卓凡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413-6 (全套:平裝)
108 年中華民國農會新進人員: 經濟
事業類 共同供運銷/千華編委會, 江
峰, 陳金城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412-9 (全套:平裝)
109 年記帳士全套(主題式題庫+歷年
試題)/高朋, 尚榜, 歐欣亞, 江秀敏, 張
玉玲, 賦誠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109 年記帳士全套(課文版)/黃淑真,
陳麗玲, 方君, 賦誠, 歐欣亞編著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03-7 (全套:
平裝)
109 年農田水利會: 一般行政人員(行
政組)[課文版]/林志忠, 楊銘, 千華編
委會, 敦弘, 羅格思, 簡正城編著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05-1 (全套:
平裝)
109 年農田水利會: 一般行政人員(會
計組)[課文版]/王志成, 陳智音, 歐欣
亞, 千華編委會, 敦弘, 羅格思, 簡正
城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068 (全套:平裝)
109 年農田水利會: 工程人員[課文
版]/千華編委會, 敦弘, 羅格思, 簡正
城, 林志憲, 張明瑞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09-9 (全套:平裝)
109 年農田水利會: 灌溉管理人員(灌
溉管理)[課文版]/千華編委會, 敦弘,
羅格思, 簡正城, 林震, 蔡耀中編著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07-5 (全套:
平裝)
*110、109 年律司全真模擬試題綜合
法學. 一: 套書/高點王牌師資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6507 (全套:平裝) NT$930
110、109 年律司全真模擬試題綜合
法學. 二: 套書/高點王牌師資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6514 (全套:平裝) NT$930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一般民
政(課文版)/鍾裕, 李宜藍, 劉似蓉, 成
宜, 朱華聆, 郝強, 邱樺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280 (全套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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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一般行
政(焦點速成)/高朋, 蔡力, 劉似蓉, 章
庠, 林志忠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49-5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一般行
政(課文版)/鍾裕, 李宜藍, 劉似蓉, 成
宜, 林志忠, 邱樺編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38-9 (全套:
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人事行
政(焦點速成)/高朋, 蔡力, 劉似蓉, 章
庠, 林志忠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32-7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人事行
政(課文版)/鍾裕, 李宜藍, 劉似蓉, 成
宜, 林志忠, 邱樺編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36-5 (全套:
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戶政(焦
點速成)/高朋, 蔡力, 劉似蓉, 章庠, 翊
銜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440-2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戶政(課
文版)/鍾裕, 李宜藍, 劉似蓉, 成宜, 翊
銜, 邱樺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33-4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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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37-2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社會行
政(課文版)/鍾裕, 李宜藍, 劉似蓉, 陳
月娥, 邱樺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27-3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勞工行
政(課文版)/鍾裕, 李宜藍, 劉似蓉, 成
宜, 陳玥, 邱樺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435-8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地方五等.111 年初考: 廉政(課
文版)/鍾裕, 李宜藍, 劉似蓉, 成宜, 林
志忠, 邱樺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34-1 (全套:平裝)
110 年 全 真 模 擬 試 題 綜 合 法 學
(一)(二)套書/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627-9 (全套:
平裝) NT$850
110 年初考.地方五等: 一般行政(歷
年試題澈底解說)/紫彤, 伍湘芬, 蔡翼,
成宜, 林志忠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439-6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初考.地方五等: 戶政(歷年試
題澈底解說)/紫彤, 伍湘芬, 蔡翼, 成
宜, 紀相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31-0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律司全真模擬試題綜合法學/
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69-625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450 .-- ISBN 978-986-269-626-2
(第 2 冊:平裝) NT$480
110 年記帳士全套(專業科目)/賦誠,
方君, 歐欣亞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455-6 (全套:平裝)
110 年記帳士全套(課文版)/黃淑真,
陳麗玲, 賦誠, 方君, 歐欣亞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549 (全套:平裝)
1 試就上: 律師、司法官第一試模擬
試題大全. 2021/克允, 杜予, 言文, 林
熙, 易滑, 高棣, 周瑜, 凌晨, 瘧師, 波
比, 陸奕, 夜嵐, 上白石, 公子系, 名偵
探, 高律師, 歐啪司, Juster 著 .-- 十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5 .-- 6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569 (平裝) NT$600
2020 農田水利會: 灌溉管理人員(電
機組)(課文版)/千華編委會, 敦弘, 羅
格思, 簡正城, 林震編著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08-2 (全套:平裝)
2021 年記帳士必備套書/施敏, 孫妙
雪, 周愛娟, 尹宸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269-646-0 (全套:平裝) NT$2960

2021 年記帳士套書/施敏, 孫妙雪, 尹
宸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647-7 (全套:
平裝) NT$2980
2021 領隊、導遊系列: 華語領隊(分
類題庫)/吳瑞峰, 林俐, 陳書翊編著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98-6 (全套:
平裝)
2021 領隊、導遊系列: 華語導遊(課
文版)/邱燁, 章琪, 陳書翊, 吳瑞峰, 林
俐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993 (全套:平裝)
2021 領隊、導遊系列: 外語導遊(課
文版)/邱燁, 章琪, 陳書翊, 千華編委
會, 吳瑞峰, 林俐編著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00-6 (全套:平裝)
2021 領隊、導遊系列: 華語領隊(課
文版)/邱燁, 陳書翊, 吳瑞峰, 林俐編
著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013 (全套:平裝)
2021 領隊、導遊系列: 華語導遊(分
類題庫)/陳書翊, 吳瑞峰, 林俐編著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397-9 (全套:
平裝)
80/20 法則: 民法(總則)體系解題課/
宋定翔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
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4 .-- 38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290 (平裝) NT$400
CCNA Voice 專業認證手冊(640-460
IIUC)/Jeremy Cioara 等作; 遲丕鑫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00-8
(PDF)
Devon's world. student book/author
Shao-Yu Li, Pei-Kuan Lin, Kuan-Jung
Cheng .-- 新北市 : 偉格, 11005 .-- 5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69-282 (第 4 冊:平裝)
Fighting 主題式. 英文考科/鄭撼, 詹
霑, 許富展, 戴苑如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- 24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80-8 (平裝)
Fighting 主題式. 國文考科/王嘉辰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95

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78-5 (平裝) NT$170
Fighting 主題式. 數學考科/張宗榮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4 .-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79-2 (平裝) NT$14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五,
第 1 冊, 外科概論、腦神經外科.
2021/陳昱璁編著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
書, 11004 .-- 2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19-69-4 (平裝) NT$50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六,
第 1 冊, 婦科、產科、生殖內分泌、
婦女泌尿、內視鏡. 2021/林立德, 胡
永信編著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
11004 .-- 47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19-75-5 (平裝) NT$90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五,
第 2 冊, 心臟血管外科、大腸直腸外
科 、內 分泌外 科、 重建整型 外科 .
2021/陳昱璁編著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
書, 11004 .-- 3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19-70-0 (平裝) NT$59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六,
第 2 冊, 眼科. 2021/許承儒編著 .-- 新
北市 : 金名圖書, 11004 .-- 227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76-2 (平
裝) NT$46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五,
第 3 冊, 胃外科、小腸外科、肝臟外
科、膽道外科、胰臟外科、乳房外
科. 2021/吳柏宣編著 .-- 新北市 : 金
名圖書, 11004 .-- 271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9519-71-7 ( 平 裝 )
NT$54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六,
第 3 冊, 復健科. 2021/陳昱璁編著 .-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 11004 .-- 223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77-9
(平裝) NT$42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五,
第 4 冊, 胸腔外科、小兒外科. 2021/
劉庭軒編著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
11004 .-- 21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19-72-4 (平裝) NT$42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六,
第 4 冊, 麻醉科、耳鼻喉科. 2021/洪
瑜澤, 許越先, 吳柏宣編著 .-- 新北
市 : 金名圖書, 11004 .-- 287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78-6 (平裝)
NT$520
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五,
第 5 冊, 泌尿外科. 2021/王士綱, 陳
宏睿編著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
11004 .-- 17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19-73-1 (平裝) NT$34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五,
第 6 冊, 骨科. 2021/蘇育德, 林承寬
編著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 11004 .-20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519-74-8 (平裝) NT$400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四,
第 1 冊, 小兒科. 2021/葉昌泰編著 .-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 11004 .-- 489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65-6
(平裝) NT$900
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41-552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441553-3 (第 2 冊:平裝)
KO 會考: 地理總複習講義. 1-4 冊/洪
文芳, 林喬伊編著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04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5-85-6 (平裝) NT$310
Little Laura and the kite: reading step.
4/story by 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
雙向文化, 11004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750-33-6 (平裝)
Little Laura's little sisters: reading step.
4/story by 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
雙向文化, 11004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750-34-3 (平裝)
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四,
第 2 冊, 皮膚科. 2021/陳昱璁編著 .-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 11004 .-- 219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66-3
(平裝) NT$430

Live Festival CLIL 周遊國際慶典. 初
階/author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50-2
(平裝)
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四,
第 3 冊, 精神科. 2021/周伯翰編著 .-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 11004 .-- 17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67-0
(平裝) NT$380

Live Festival CLIL 周遊國際慶典. 進
階/author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49-6
(平裝)

First Choice 國考分科詳解: 醫學. 四,
第 4 冊, 神經內科. 2021/曾健華編
著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, 11004 .-17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519-68-7 (平裝) NT$440

New step for GEPT/author LiveABC
Editorial Staff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
11004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554-0 (平裝)

Go magic!. student book/朱育瑩主編 .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4 .-9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608-2 (第 3 冊:平裝)
IELTS VOCA 雅思高頻字彙 2000: 首
創 LR+SW 分科單字,30 天雅思 Band
7!(QR Code 英國真人發音)/黃俊映,
SIWON SCHOOL 語學硏究所著; 謝
宜倫, 趙苑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8-979-6 (EPUB)
IELTS VOCA 雅思高頻字彙 2000: 首
創 LR+SW 分科單字,30 天雅思 Band
7!(QR Code 英國真人發音)/黃俊映,
SIWON SCHOOL 語學硏究所著; 謝
宜倫, 趙苑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8-986-4 (PDF)
Insight reading: strategic reading for
popular issues and topics/陳豫弘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

Pro/ENGINEER Wildfire 4.0 綜合教材
基礎入門/林清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801-5 (PDF)
Reading.com 引導式閱讀理解/周彩蓉,
李秋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09-0 (平裝)
Ready for reading success. 2: develop
y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(寂天
雲 隨 身 聽 APP 版 )/author Owain
Mckimm, Zachary Fillingham .-- 臺北
市 : 寂天文化, 11005 .-- 1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08-7 (平裝)
Science Fun 自然領域雙語教學百寶
箱. 中年級/李秉諺編撰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4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99-0 (平裝)
Super A: baby. A/Candy 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5 .96

- 3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48-4-6 (平裝)
Super A: baby. B/Candy 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5 .- 3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48-5-3 (平裝)
SUPER BRAIN 英文學霸超強筆記/
優等生軍團彙編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
北市 : 鶴立, 11006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978-58-6 (平裝)
NT$180
SUPER BRAIN 國文學霸超強筆記/
優等生軍團彙編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
北市 : 鶴立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978-57-9 (平裝)
NT$210
Super i book. 1/陳麗芬, 陳本琪, 黃月
萍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
數位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348-6-0 (全套:平裝)
Super i book. 2/陳麗芬, 陳本琪, 黃月
萍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
數位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348-7-7 (全套:平裝)
Super i book. 3/陳麗芬, 陳本琪, 黃月
萍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
數位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348-8-4 (全套:平裝)
Super i book. 4/陳麗芬, 陳本琪, 黃月
萍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
數位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348-9-1 (全套:平裝)
Super i book. 5/陳麗芬, 陳本琪, 黃月
萍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
數位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495-0-5 (全套:平裝)
Super i book. 6/陳麗芬, 陳本琪, 黃月
萍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
數位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495-1-2 (全套:平裝)
Up ahead: for GEPT preparation at
elementary level/ .-- 臺中市 : 博特出
版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67-1-9 (平裝)
一次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(含概要)/
歐欣亞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441-9 (PDF)
一次通過的超速考試法: 考試之神的
應考戰略,學生、公職、專業證照短

期考取/超速太朗著; 王岑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16-6
(EPUB)
乙級工程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
解析/鄭亦洋編著 .-- 十版 .-- 新北市 :
全華圖書, 11005 .-- 29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716-1 ( 平 裝 )
NT$350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自然科學. 3
上/楊宗榮, 張淵菘, 林英杰編寫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98-3 (平裝)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社會. 3 上/康
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97-6 (平
裝)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數學. 3 上/數
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00-3 (平裝)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自然科學學習
自修. 3 上/陳淑芯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6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86-0 (平
裝) NT$370
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評量.
3 上/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2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87-7
(平裝) NT$210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3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6-0 (平
裝)
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麻辣講義.
3 上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92-1
(平裝) NT$250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3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5-3 (平
裝)
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自修.
3 上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0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93-8
(平裝) NT$470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3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7-7 (平
裝)
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評量.
3 上/數學科編輯小組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94-5 (平
裝) NT$210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4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3-9 (平
裝)

人身保險業務員速成/張晴, 陳妍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4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70-7 (平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4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2-2 (平
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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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396-2 (PDF)
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自然科學學習
評量. 3 上/彭文萱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3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85-3 (平
裝) NT$190

小手玩數學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33775-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333-776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333-777-5 (第 5 冊:平裝)
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社會學習自修.
3 上/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6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82-2
(平裝) NT$370

小不點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77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383-9
(平裝)
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社會學習評量.
3 上/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2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83-9
(平裝) NT$190
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自修.
3 上/鄒敦怜, 林麗麗, 張慈麟, 王美玲,
游慧玲, 劉毓婷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56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81-5 (平裝)
NT$470

土地法大意/許文昌, 林玉祥編著 .-19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3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42-2 (平裝) NT$480
土地法大意解題一本通/許文昌, 林
玉祥編著 .-- 12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005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269-643-9 ( 平 裝 )
NT$550
土地政策精修/蕭華強編授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新東海國際科技, 11004 .-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69-1-7 (平裝) NT$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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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4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4-6 (平
裝)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5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0-8 (平
裝)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5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9-2 (平
裝)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5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1-5 (平
裝)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6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7-8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6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6-1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3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9-3 (平
裝)

三等外交領事人員: 歷屆綜合題庫/
卓村等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004 .-- 49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58-7 (平裝)
NT$560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6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10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8-5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4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5-5 (平
裝)

工程數學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20-73-0 (全套:
平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1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4-7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4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4-8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1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3-0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4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6-2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1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5-4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5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2-4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2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1-6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5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1-7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2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0-9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5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3-1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2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82-3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6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69-4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3 上(適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8-6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6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68-7 (平
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3 上(適
康版)/開朗作者群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7-9 (平裝)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6 上(適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06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70-0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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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. 公民(教師用).
1-2 冊/渟亦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32-8 (平裝)
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. 公民. 1-2 冊/
渟亦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33-5 (平裝)
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. 地理(教師用).
1-2 冊/陳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39-0 (平裝)
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. 地理. 1-2 冊/
陳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40-6 (平裝)
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. 歷史(教師用).
1-2 冊/樂史齋, 陳鈴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34-2 (平裝)
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. 歷史. 1-2 冊/
樂史齋, 陳鈴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35-9 (平裝)
大滿貫複習講義. 地理(教師用). 1-4
冊/夏千洛, 黃婕晴, 陳達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0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35-2
(平裝)
大滿貫複習講義. 地理. 1-4 冊/夏千
洛, 黃婕晴, 陳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36-9 (平裝)
*大滿貫複習講義. 數學(教師用). 1-4
冊/陳震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768-3 (平裝)
*大滿貫複習講義. 數學. 1-4 冊/陳震
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48-5 (平裝)

大數據考點直擊: 刑事訴訟法(申論
題)/陳介中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
保成, 11004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1-804-4 ( 平 裝 )
NT$500
大數據考點直擊: 法學緒論(測驗題)/
棋許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
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4 .-- 6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26-9
(平裝) NT$680
大數據考點直擊: 英文(測驗題)/孟妮,
李橙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
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4 .-- 6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23-8
(平裝) NT$600
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/孫易新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浩域企管顧問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81614-81 (第 4 冊:平裝) NT$150 .-- ISBN 978986-81614-9-8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50 .-- ISBN 978-986-06509-0-7
(第 6 冊:平裝) NT$150 .-- ISBN 978986-06509-1-4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50 .-- ISBN 978-986-06509-2-1
(第 8 冊:平裝) NT$150
大學指考文法總複習: 決戰必勝本=
AST grammar review test/ 張 維 總 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張維英文,
11004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374-74-6 (平裝) NT$120
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. 第二級, 模
擬試題冊/劉慧如, Lukasz Baranowski
編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
11006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2-58-2 (平裝附光碟片)
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: 第二級模擬
試 題 冊 解 析 / 劉 慧 如 , Lukasz
Baranowski 編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華, 11006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22-59-9 (平裝)
*化工國考單操題庫大全/CHEMBOY,
黃瑞翔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
文化教育, 11004 .-- 39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73-1-2 (平裝)
日文單字力檢定 JVQC3500 字級適
用日檢 N3(自我診斷 Demo 版)/王進
平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, 11006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47-4 (平裝)
公民/黃永豐編著 .-- 20 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05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9-652-1 ( 平 裝 )
NT$580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20-2
(平裝)

公民: 鐵路特考/黃永豐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7 .-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54-5 (平裝) NT$520

升科大四技: 稱霸系列-電工機械(含
實習)總複習講義/何明祐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4 .-- 4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19-6
(平裝)

公司法解讀大師文章/傑律師編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21-7 (平裝) NT$450
公司法學霸筆記書/林予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005 .-- 5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6-2-1
(平裝) NT$600
公 民 重 點 整 理 / 黃 永 豐 編 著 .-- 10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53-8 (平裝) NT$520
內外科護理學口袋書/游麗娥編著 .-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26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18-7 (平裝) NT$360
內 外科護理 學考前衝 刺 /陳雅玲編
著 .-- 12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6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49-1 (平裝) NT$600
少年事件處理法/旭律師編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13-2 (平裝) NT$450
升科大四技: 底盤原理與實習 Follow
Me/左成基, 高繼先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科友, 11005 .-- 38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39-4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程式設計實習/陳建宏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5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37-0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電工電子實習 Follow
Me/高敏聰, 吳正飛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科友, 11006 .-- 4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36-3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微處理機/陳仕原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5 .-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335-6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稱霸系列-基本電學(含
實習)總複習講義/陳冠良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5 .-- 480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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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科大四技: 數位科技應用總複習/
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4 .-- 22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17-8 (平
裝)
升科大四技: 數位科技總複習/夢想
家資訊工場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全華圖書, 11004 .-- 5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718-5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機件原理 Follow Me/葉
輪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5 .-- 3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33-2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機械製造 Follow Me/王
寶德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6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34-9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應用力學 Follow Me/鍾
義編著 .-- 十六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6 .-- 3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38-7 (平裝) NT$400
升科大四技: 觀光餐旅業導論/張朠
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5 .-- 5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50-5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工職數學 C 快易通總複
習/陳權編著 .-- 4 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
圖書, 11005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40-3-6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/林
源富編著 .-- 十六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4 .-- 3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17-2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設計基礎實
作本. 2022 最新版/陳恩慧, 張守慧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4 .-- 84 面; 36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694-2 (平裝) NT$350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: 專一
3in1 超複習. 2022 最新版/曾清旗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4 .-- 4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696-6 (平裝) NT$500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: 專一
造形原理超複習. 2022 最新版/林明
錚, 蔡須全, 康柏楷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4 .-- 25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93-5
(平裝) NT$300
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升學總複習(雲
端版)/葉伊修編著 .-- 5 版 .-- 新北市 :
東岱圖書, 11005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40-1-2 (上冊:平裝)
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. III,
新百試達講義/黃仁乙編著 .-- 2 版 .-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04 .-- 30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0-0-5
(平裝)
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複
習計畫. III/陳文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04 .-- 14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0-4-3 (平
裝)

中華郵政招考: 洗錢防制法大意(含
概要)/高朝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東展文化, 11004 .-- 2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235-84-6 (平裝)
NT$350
中華郵政招考: 郵政三法(含郵政法、
郵政儲金匯兌法、簡易人壽保險法)/
高朝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東展
文化, 11004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9235-83-9 ( 平 裝 )
NT$400
中華郵政招考郵政三法大意及洗錢
防制法大意題庫/馬巡城編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4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92-1 (平
裝)
公職小六法 /廖震, 胡劭安編 .-- 9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86-0 (PDF)

升科大四技數位邏輯設計總複習講
義/呂景富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科友, 11004 .-- 35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64-318-9 (平裝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人力資
源管理)101-109 年試題(申論題型)/
趙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64-2 (PDF)

引航選修化學. IV, 化學反應與平衡
二/洪煌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康寧泰順書坊, 11005 .-- 15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66-23-5 (平
裝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文化人
類學)(97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丁
永恩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10-9 (PDF)

不 能錯過的 樂理模擬 試題 / 黃暐婷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韻, 11005 .-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986-60-5 (平裝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公務員
法(含公務員法概要))(104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鄭瑋, 魏合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25-3 (PDF)

公務人員初等五等考試行政學大意/
程續編 .-- 二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5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94-5 (平裝)
不動產估價概要/陳仕弘著 .-- 十版 .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68-4
(EPUB)
不動產經紀人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
班名師群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672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61-5 (平裝)
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/三民輔考
不動產教學研究組編 .-- 十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5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523 (平裝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水處理
工程(含水處理工程概要、給水及污
水工程))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
王瀚, 劉力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19-2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民法(含
民法概要、民法物權編概要 ))(106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沈尚誼, 鄭瑋,
魏合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39-0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民法(含
民法概要、民法物權編概要 ))(106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沈尚誼, 鄭瑋,
魏合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00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40-6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立法程
序與技術)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
型)/文翊, 軒諭, 賽利絲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9-97-8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民事訴
訟法與刑事訴訟法(含刑事訴訟法概
要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))(106-109 年 試
題)(申論題型)/文心, 文翊, 湛伸彥,
筱喻, 賽利絲, 蕭峰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60-4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民法總
則與刑法總則(含親屬與繼承編、親
屬 與 繼 承 編 概 要 ))(107-109 年 試
題)(申論題型)/沈尚誼, 湛伸彥, 鄭瑋,
賽利絲, 蕭峰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26-0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世界文
化 史 ( 含 世 界 文 化 史 概 要 ))(101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丁永恩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11-6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刑法(含
刑法概要))(106-109 年試題)/筱喻, 湛
伸彥, 賽利絲, 蕭峰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61-1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系統專
案管理)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
張逸, 張瑞, 楊智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35-2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計算機
概論(含計算機概要、計算機系
統))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張逸,
程功, 陳峻楓, 劉逸, 羅文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36-9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財政學
(含財政學概要))(103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張天啟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23-9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財政學
(含財政學概要))(103-109 年試題)(測
驗題型)/張天啟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59-8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租稅各
論)(100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張天
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99-2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租稅各
論)(100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張天
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9-98-5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移民政
策與法規)(106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
型)/熊武, 衛彬, 鄭瑋, 蘇靖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24-6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國際經
濟 學 ( 含 國 際 經 濟 學 概 要 ))(103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牧翰等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08-6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國籍與
戶政法規(含國籍與戶政法規概
要))(103-109 年題型)(申論題型)/陳理,
鄭瑋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45-1 (PDF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電磁學
(含電磁學與電磁波)) (100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李長綱, 袁大為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38-3
(PDF)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財政學(含財
政學概要)). 2021(103-109 年試題)(測
驗題型)/張天啟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36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58-1 (平裝)
NT$400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機械製
造 學 ( 含 機 械 製 造 學 概 要 ))(103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莊伯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20-8 (PDF)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移民法規概
要 ). 2021(106-109 年 試 題 )( 測 驗 題
型)/熊武, 衛彬, 鄭瑋, 蘇靖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2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65-9 (平裝) NT$300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環境污
染防治技術(含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概
要、水污染與土壤污染防治 ))(103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王瀚, 劉力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34-5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環境污
染防治技術)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
題型)/王瀚, 劉力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44-4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環境科
學(含環境科學概要))(102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王瀚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43-7 (PDF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程式語
言(含程式設計、程式語言概要、程
式設計概要))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
題型)/洪捷, 張逸, 劉逸, 羅文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46-8 (PDF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環境規
劃與管理(含環境規劃與管理概
要))(102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王瀚,
張郎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47-5 (PDF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電力系
統)(103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林力,
袁大為, 李元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54-3 (PDF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環境衛
生學與環境影響評估技術)(103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王瀚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49-9 (PDF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資料處
理(含資料處理概要))(100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吳鋼, 林偉, 張逸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51-2
(PDF)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有機化學(含
有機化學概要)). 2021(107-109 年試
題)/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15-4 (平裝) NT$500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資料結
構(含資料結構與資料庫及資料探
勘))(101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林偉
等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52-9 (PDF)
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財政學(含財
政學概要)). 2021(103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張天啟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184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27-7 (平裝)
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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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移民政策與
法規). 2021(106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
型)/熊武, 衛彬, 鄭瑋, 蘇靖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1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17-8 (平裝) NT$280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國際經濟學
(含國際經濟學概要)). 2021(103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張元, 周詳, 牧翰,
蔡琳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, 11004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09-3 (平裝) NT$250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國籍與戶政
法 規 ( 含 國 籍 與 戶 政 法 規 概 要 )).
2021(103-109 年題型)(申論題型)/陳
理, 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4 .-- 104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28-4 ( 平 裝 )
NT$28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國籍與戶政法
規概要). 2021(103-109 年題型)(測驗
題型)/陳理, 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152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68-0 (平
裝) NT$3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普通科目國文
(國文含作文、公文))2021(107-109 年
試題)(申論題型)/王箏, 李華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21-5 (PDF)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(含經
濟學概要)). 2021(105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牧翰, 楊莉, 周詳, 王喆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5 .-- 1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67-3 (平裝) NT$3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藝術概論(含
藝術概要)). 2021(101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高尚谷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2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63-5 (平裝)
NT$250
古今閱讀博課來/林韋婷, 陳卓欣, 張
珮娟, 莊媚怡, 楊棣娟, 劉姿吟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5 .-- 256
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4256 (平裝)
民法(含概要)/胡劭安著 .-- 十版 .-臺北市 : 鼎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0-93-8 (PDF)
民法物權爭點解讀/陳義龍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16-3 (平裝) NT$480
民法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師群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04 .-- 4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66-0 (平裝)
民法概要(司法)/羅揚編著 .-- 七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68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530 (平裝)
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小法典/三民補習
班名師群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69-1 (EPUB)
世界 Show: 圖解 30 個重要時刻/神
奇海獅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13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06-6 (平裝)
司律一試大科定江山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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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52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276 (平裝) NT$520
生活作業簿(教師用). 1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79-9 (平裝)
生活作業簿(教師用). 2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74-4 (平裝)
生活作業簿. 1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737 (平裝)
生活作業簿. 2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805 (平裝)
司律第一試綜合法學 小科立大功.
2021: 七小科極重點整理+經典題演
練/棋許, 武羿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
11004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7-25-2 (平裝) NT$500
司特英文測驗題庫 Q&A/顏弘, 顏國
秉編著 .-- 111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4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68-6 ( 平 裝 )
NT$660
四等外交行政人員: 行政組歷屆綜合
題庫/卓村等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4 .-- 448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59-4
(平裝) NT$500
丙檢(人工記帳項)會計事務術科試
題練習本/盧奕,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
輯 .-- 第八版 .-- 臺北市 : 啟芳,
11005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97-9-6 (平裝) NT$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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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424-2 (PDF)
主題式機械原理(含概論、常識)高
分題庫/何曜辰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20-4 (PDF)
全民英檢中高級全真題庫(2021 新
制)/孟慶蓉總編輯 .-- 再版 .-- 臺北
市 : 師德文教, 11005 .-- 32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-71-3 (平裝)
NT$349

行政法. II/朱律師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6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30-9 (平
裝) NT$550
行政法秒速記憶. 110 版/程怡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4 .-- 40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723 (平裝) NT$550
行政法實務學說對話解題書/嶺律師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4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20-0 (平裝) NT$650
行政學大意/黃彥勳編著 .-- 八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56-1
(EPUB)
行政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/林志
忠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421-1 (PDF)
行政學秒速記憶/陳真編著 .-- 第七
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4 .-- 38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61-7 (平裝) NT$550
老師開講 法律倫理/袁翟編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4 .-- 36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7-32-0 ( 平 裝 )
NT$500
老師開講: 國際私法/廖毅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5 .-- 35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075 (平裝) NT$360
老師解題: 刑法/陳介中編著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4 .-- 6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068 (平裝) NT$580

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/方
哲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資訊, 11004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2-62-2 (平裝)

老師解題: 刑事訴訟法/戴蒙編著; 達
克修訂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
11004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1-803-7 (平裝) NT$580

刑事訴訟法爭點地圖/言頁編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005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55-7 (平裝) NT$450

老師解題: 監獄行刑法概要(測驗題)/
霍華德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
教育科技保 成數位 出版 , 11004 .-4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7-24-5 (平裝) NT$4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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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55-4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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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挖哇. 地
球科學/施峰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41-0 (平裝)

地理習作/林利嘉, 郭香君, 劉嘉雲,
蔡慧瓊, 鄭俊彥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5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30-1
(平裝)

*同樂總動員(學生手冊)/姚如芬主編;
曾玉茹, 石孟瑾編撰 .-- 初版 .-- 嘉義
縣 :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, 11004 .-66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642-6-5 (平裝)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(教師用). 4
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781-2 (平裝)

宅學力: 升高中先修數學銜接教材/
王晴天編著 .-- 新北市 : 鴻漸文化,
11005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24-9-1 (平裝)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(教師用). 5
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783-6 (平裝)

考點式公司法一本通/黃品瑜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5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33-0 (平裝) NT$580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(教師用). 6
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785-0 (平裝)

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總整理/柳威
廷編著 .-- 第 32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
文化, 11005 .-- 37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5-753-6 ( 平 裝 )
NT$350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. 4 上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82-9 (平裝)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. 5 上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84-3 (平裝)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. 6 上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86-7 (平裝)
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. 6 上/自然
與生活科技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5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98-7
(平裝)
企業內部控制人員: 最新重點+試題
解析速成總整理/林崇漢, 林彙桓編
著 .-- 第 17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005 .-- 5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51-2 (平裝) NT$450
企業管理: 全彩心智圖表 4.0/程希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
保成數位出版, 11004 .-- 15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30-6 (平
裝) NT$480
*同樂總動員(教師手冊)/姚如芬主編;
曾玉茹, 石孟瑾編撰 .-- 初版 .-- 嘉義
縣 :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, 11004 .-94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642-5-8 (平裝)

材料力學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20-75-4 (全套:
平裝)
材料與試驗搶分秘笈/莊豐益編著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旭營文化出版社,
11004 .-- 37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779-5-4 (平裝) NT$300
技術型高中英文英文繪課室(A 版).
第一冊/蔡宜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77-1
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A 版). 第一冊/
李偉綾, 楊智民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8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86-3
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A 版). 第五冊/
王韻婷, 楊智民, 李偉綾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8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40-0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A 版). 第五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60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196 (平裝)
技 術 型 高 中 英 文 職 場 多 益 TOEIC
UP!(A 版). 第一冊/吳秀蘭, 謝采芸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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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61-0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經典閱讀. 1/夏鑄,
楊蕙瑜彙編; 楊恕青, 陳美諭修訂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90-4
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經典閱讀. 5/徐玉玲,
楊恕青, 楊蕙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99-4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銜接講義/東大國文
編輯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32-5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3/東大國
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0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95-5 (平
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銜接教材/周婉琪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01-1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閱讀理解與思辨寫作. 5/
黃琇苓, 莫素娟, 傅耀珍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01-4
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B 版英文單字
片語手冊. 5/劉宜君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80 面; 1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13-0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
領域國文. 第 5 冊/盧姿吟, 張素靜,
黃琇苓, 徐文濤, 朱碧霞, 石學翰, 劉
惠娟, 李維恩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57-4 (平裝)
*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翻
譯練習. 上冊/蔡錦雀, 黃郁芳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豪風, 11004 .-- 19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6-60 (平裝) NT$400
*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讀
解入門練習. 上冊/蔡錦雀, 黃郁芳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豪風, 11004 .-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26-5-3 (平裝) NT$400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非選
手冊. 5= Sentence patterns & writing/
陳晉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88-1 (平裝)

抉對選擇 刑法概要/柳震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5 .-- 6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051 (平裝) NT$580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
(A). 5/李語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48-2 (平裝)

抉對選擇: 法學緒論(大意)/呂晟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4 .-- 8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28-3 ( 平 裝 )
NT$750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
(甲). 5/王銘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04-8 (平裝)

快樂學國字/張國文, 孫玉河編輯策
劃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0704 .-- 8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688-7 (平裝) NT$180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. 第五冊/
丁威仁, 田啟文, 李勻秋, 詹筌亦, 簡
淑寬編著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
大, 11006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9-3272-9 (平裝)

初考.地方五等: 電子工程(歷年試題
澈底解說)/紫彤, 曾嘉浩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297 (全套: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隨身讀. 1/
易理玉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89-8 (平裝)

東亞與東南亞地區之華語教學/許長
謨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07-4 (PDF)

*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
基本電學. 上冊= Basic electricity/黃
錦華, 郭塗註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
華興文化, 11004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491-6-3 (平裝)

物理說圖/王建揚, 孫秉文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07-9
(平裝) 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B 版習作(A). 1/李致瑩, 李語涵, 葉家
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05-2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B 版習作(甲). 1/王銘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47-5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/
張哲榕, 郭姿均, 朱芝屏編著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華興文化, 11004 .-22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91-7-0 (平裝)
作業研究/韓旭(陳佳宏)編著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6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39-2 (平裝) NT$6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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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57-8
(EPUB)

題型)/陳澤, 張鼎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31-4 (PDF)
初等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(電子學
大意)(107-110 年初考試題)(測驗題
型)/鄧茗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5-41-3 (PDF)
初階授信人員速成總整理 /林崇漢,
林彙桓編著 .-- 第 17 版 .-- 新北市 :
宏典文化, 11005 .-- 7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5-740-6 ( 平 裝 )
NT$450
社會作業簿(教師用). 3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96-9 (平裝)
社會作業簿(教師用). 4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98-3 (平裝)
社會作業簿(教師用). 5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00-3 (平裝)

物理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20-81-5 (全套:平裝)

社會作業簿(教師用). 6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02-7 (平裝)

初等考: 會計學大意. 111 版/文呈編
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4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63-1 (平裝) NT$600

社會作業簿. 3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976 (平裝)

初等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(公務員
法大意)(105-110 年初考試題)(測驗
題型)/魏合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9-96-1 (PDF)

社會作業簿. 4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990 (平裝)

初等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(法學大
意)(106-110 年初考試題)(測驗題型)/
廖國宏, 鄭瑋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00-0 (PDF)
初 等 考 試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( 國
文)(106-110 年初考試題)(測驗題型)/
李華, 林聰, 紫彤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57-4 (PDF)
初等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(基本電
學大意)(107-110 年初考試題)(測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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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作業簿. 5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010 (平裝)
社會作業簿. 6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034 (平裝)
拆解政治學歷史年表/韋伯編著 .-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4 .-- 28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60-0 (平裝) NT$360

法學大意(公職五等)/洪正, 劉力編
著 .-- 二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04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65-3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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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423-5 (PDF)
法學知識(法學大意)講義/鼎文師資
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20-846 (全套:平裝)
爭點 Here 刑事訴訟法/楊冲編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4 .-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057-6 (平裝) NT$460
直擊公務員法(含概要)申論核心/李
齊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出版, 11004 .-- 320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65-5 ( 平 裝 )
NT$400
享讀比非多/蔣錦繡, 張玉明, 何儒育,
李致蓉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5 .-- 22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430-0 (平裝)
泓觀稱霸中級會計學 109 年解題全
攻略/鄭泓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69-640-8 ( 平 裝 )
NT$450
英文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陽編
著 .-- 十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58-5 (EPUB)
英文字彙分級測驗/陳明華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五丰文化, 11005 .-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89-0-4 (平裝) NT$330
英文講義. 1-8/鼎文師資群編著 .-- 初
版 二 刷 .-- 臺 北 市 : 鼎 文 資 訊 ,
11004 .-- 10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26-6 (平裝)
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速成/柳威
廷, 詹偉成編著 .-- 第 6 版 .-- 新北市 :
宏典文化, 11005 .-- 3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5-742-0 ( 平 裝 )
NT$400
活用國中理化會考複習講義. 八年級
/蕭駿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建

弘, 11004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76-3-9 (平裝)
活用國中數學會考複習講義(108 新
課綱). 1-4 冊/盧建民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建弘, 11004 .-- 1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6-4-6 (平裝)
指甲彩繪技能職類測驗初級通關秘
笈=Nail painting behavior/中華美甲師
技術認證協會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松根, 11004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394-9-2 (平裝)
南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510 (平裝)
南版 i 學習. 自然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52-7 (平裝)
南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473 (平裝)
南版 i 學習. 數學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48-0 (平裝)
南版 i 學習數學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251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4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05-3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5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07-7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55-8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56-5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84-8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85-5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90-9 (平裝)

南版 i 學習數學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26-8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92-3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02-2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94-7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039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916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(教師用). 4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9-04-6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93-0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(教師用). 5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9-06-0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95-4 (平裝)
食品衛生與營養: 社區服務學習教材
/余佩璟著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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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餐旅大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76-0-0 (PDF)

全華圖書, 11005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54-3 (平裝)

保險法: 全彩心智圖表 4.0/棋許, 林
彤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4 .-- 1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31-3 (平
裝) NT$450

高中多元選修系列: 機械手臂教案本
/林健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, 11005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55-0 (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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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54-7 (EPUB)

高中國文文學的感知與素養. 3/卓翠
鑾, 邱湘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21-5 (平裝)

朗朗學英語: 會話. 第一集/邱增榮
作 .-- 修訂初版 .-- 臺北市 : 億學文教,
11005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196-1-5 (平裝附光碟片)
記帳士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詳解/施敏
編著 .-- 11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4 .-- 5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38-5 (平裝) NT$580
記帳士歷屆試題: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
/許美滿編著 .-- 第 5 版 .-- 新北市 :
宏典文化, 11005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5-748-2 ( 平 裝 )
NT$400

保險法規概要/胡劭安著 .-- 五版 .-臺北市 : 鼎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0-87-7 (PDF)

高中國文補充教材. 1/林皇德增修;
郭純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29-8 (平裝)

保險法解讀大師文章/浪律師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3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17-0 (平裝) NT$450

高中國文補充教材. 5/林皇德增修;
郭純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67-3 (平裝)

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; 最新重點+
試題解析速成總整理/林崇漢, 林彙
桓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化, 11005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49-9 (平裝) NT$400

高中國文語文練習. 1/[翰林]教科書
編輯群編著; 黃麗禎, 許碧惠增修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1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007 (平裝)

流體力學(含流體機械)講義/鼎文師
資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20-792 (全套:平裝)

高中國文語文練習. 3/[翰林]教科書
編輯群編著; 范曉雯, 詹嘉芸, 張嘉惠
增修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91-1 (平裝)

記帳相關法規概要/許美滿, 馬心屏,
林琦珍編著 .-- 第 2 版 .-- 新北市 : 宏
典文化, 11005 .-- 51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5-745-1 ( 平 裝 )
NT$400

高中國文語文練習. 5/[翰林]教科書
編輯群編著; 翰林編輯團隊增修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02-1
(平裝)

記帳相關法規概要/柯憲榮著 .-- 十
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67-7 (EPUB)

*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化學. III,
化學反應與平衡一/陳文博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6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713 (平裝)
*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化學. IV/
陳文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93-5 (平裝)
*高中化學習作/蘇捷魁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9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92-8
(平裝)
高中生物習作/陳昱豪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07-6 (平裝)
高中多元選修系列: 人型機器人教案
本/林健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全華圖書, 11005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56-7 (平裝)
高中多元選修系列: 掃地機器人教案
本/林健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
記帳士歷屆試題: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
與租稅申報實務(2 合 1)/許美滿, 羅
白卿編著 .-- 第 5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
文化, 11005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5-747-5 ( 平 裝 )
NT$500
記帳相關法規概要/周愛娟編著 .-- 16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35-4 (平裝) NT$580

高中數學 3A 優勢評量/黃家隆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4 .-- 40 面; 3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748-2 (平裝) NT$70

記帳相關法規概要(包含記帳士法、
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)/歐
欣亞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26-6 (PDF)

高中數學大素養題本. 108 版/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4 .-- 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6959 (平裝)

財務管理. 下, 公司理財/張永霖編
著 .-- 17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5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44-6 (平裝) NT$650

高中數學習作 A. 1/游森棚, 林延輯,
柯建彰, 洪士薰, 洪育祥, 張宮明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45-8 (平裝)

租稅申報實務/施敏編著 .-- 17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6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14-9
(平裝) NT$600

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(大意)/洪正編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5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72-1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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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普招考經濟學(含概要)/平心編 .-八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58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952 (平裝)

高普英文測驗題庫 Q&A/顏弘, 顏國
秉編著 .-- 111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4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67-9 ( 平 裝 )
NT$660
桃園大眾捷運新進人員甄試: 運務車
務類司機員 運務站務類站務員/千華
名師群, 白崑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459-4 (全套:平裝)
桃園大眾捷運新進人員甄試: 維修電
子技術員/千華名師群, 陳震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587 (全套:平裝)
桃園大眾捷運新進人員甄試: 維修電
機技術員/千華名師群, 鄭祥瑞編著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570 (全套:平裝)
桃園大眾捷運新進人員甄試: 維修機
械技術員 維修軌道技術員/千華名師
群, 周家輔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56-3 (全套:平裝)
素養王國中國文議題式閱讀素養/陸
聖潔, 林芝宇, 陳政潔, 楊佩蓉, 蔡瑋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1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91-4 (平裝) NT$240
海龜與海教師手冊/林玉菁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384-6
(平裝)
高點圖解式法典: 民法(總則.債.物
權)/徐律師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04 .-- 64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69-634-7 ( 平 裝 )
NT$580
個體經濟學/劉邦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- 36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45-3 (平
裝) NT$450
國小生活課堂練習. 1 上/生活編輯團
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51-2 (平裝)
國小生活課堂練習. 2 上/生活編輯團
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
11005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52-9 (平裝)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. 6 上/
康軒自然編輯小組再版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57-0
(平裝)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. 6 上/
桂怡芬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17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56-3 ( 平 裝 )
NT$370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. 6 上/
程悅君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1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55-6 ( 平 裝 )
NT$190
國小社會自修. 4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93-2 (平裝)
國小社會自修. 5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94-9 (平裝)
國小社會重點複習. 6 上/康軒社會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84-6 (平裝)
國小社會課堂練習.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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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986-333-747-8 (平裝)
國小國語自修. 2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68-0 (平裝)
國小國語自修. 4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69-7 (平裝)
國小國語自修. 5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70-3 (平裝)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1 上/語文領域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92-5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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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2 上/語文領域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57-7 (平裝)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4 上/語文領域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87-4 (平裝)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6 上/語文領域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33-8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4
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95-6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5
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96-3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6
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97-0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2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62-8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4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63-5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5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64-2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1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20-5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2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21-2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4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22-9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5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
11007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23-6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6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24-3 (平裝)
國小數學自修. 1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49-6 (平裝)
國小數學自修. 2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50-2 (平裝)
國小數學自修. 4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51-9 (平裝)
國小數學重點複習. 1 上/康軒數學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47-1 (平裝)
國小數學重點複習. 6 上/康軒數學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72-3 (平裝)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1 上/數學領域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54-6 (平裝)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2 上/數學領域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78-2 (平裝)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3 上/數學領域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72-0 (平裝)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4 上/數學領域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55-3 (平裝)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6 上/數學領域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20-8 (平裝)
國小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4 上/黃金富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94-2 (平裝)

國小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5 上/黃金富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96-6 (平裝)
國小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6 上/黃金富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98-0 (平裝)
國小數學講義. 4 上/黃金富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6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959 (平裝)
國小數學講義. 5 上/黃金富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973 (平裝)
國小數學講義. 6 上/黃金富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997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生活. 1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56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10-6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生活. 2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56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11-3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4 上/
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12-0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6 上/
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14-4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社會. 4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86-4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社會. 5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87-1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社會. 6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88-8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國語. 2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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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56 面; 26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83-3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國語. 4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56 面; 26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84-0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國語. 5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56 面; 26X3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85-7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數學. 1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56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15-1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數學. 2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56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16-8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數學. 4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17-5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數學. 5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18-2 (平裝)
國小學習卷. 數學. 6 上/翰林作者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19-9 (平裝)
國文/陳雲飛編著 .-- 十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59-2 (EPUB)
國文/吳慧貞, 許秀美, 陳菀萱, 陳懿
容, 游晴妃, 黃莉螓, 黃麗禎, 詹筌亦,
簡淑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4-83-2 (第 1 冊:平
裝)
國文/丁威仁, 田啟文, 李勻秋, 詹筌
亦, 簡淑寬編著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4 .-- 20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18-9
(第 5 冊:平裝)
國文/丁威仁, 田啟文, 朱孟庭, 吳慧
貞, 許秀美, 鄺采芸編著委員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6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33-2 (第 3 冊:平裝)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(教師
用). 5/林柏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45-1 (平裝)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98-6 (平裝)
NT$150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20-4
(平裝) NT$270

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
一冊(1 上)/葉姿君, 柯怡禎, 吳青毅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91-7 (平裝) NT$195

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. 第五冊(3
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8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25-9
(平裝) NT$270

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. 公民. 1-4 冊/
劉銘編著 .-- 臺南市 : 漢華文教,
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3-103-1 (平裝) NT$290

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
五冊(3 上)/柯怡禎, 吳青毅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01-3 (平裝) NT$195

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. 第一冊
(1 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18-1 (平裝) NT$180

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. 地理. 1-4 冊/
蔡志鵬, 陳芳敏編著 .-- 臺南市 : 漢
華文教, 11005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3-107-9 ( 平 裝 )
NT$290

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. 第一冊(1 上)/
俞詩甯, 陳鵬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92-4 ( 平 裝 )
NT$160

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. 第五冊
(3 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22-8 (平裝) NT$180

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. 歷史. 1-4 冊/
蘇湖編著 .-- 臺南市 : 漢華文教,
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3-104-8 (平裝) NT$290

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. 第五冊(3 上)/
陳冠臻, 陳鈞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02-0 ( 平 裝 )
NT$160

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一
冊(1 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17-4 (平裝) NT$480

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. 第一冊(1
上)/陳啟仁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86-3 ( 平 裝 )
NT$150

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五
冊(3 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21-1 (平裝) NT$480

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. 第五冊(3
上)/陳啟仁, 陳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96-2 (平
裝) NT$150

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一
冊(1 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2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19-8 (平裝) NT$370

國中地理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一冊(1
上)/楊婕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89-4 ( 平 裝 )
NT$195

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五
冊(3 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23-5 (平裝) NT$370

國中地理學習講義. 第五冊(3 上)/楊
婕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99-3 (平裝) NT$195

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一冊(1
上)/楊仁佐, 陳怡靜, 于寒江, 木宣編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785-6 (平裝) NT$480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. 5/林
柏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46-8 (平裝)

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重點本. 數學.
1-4 冊/許連喜編著 .-- 臺南市 : 漢華
文教, 11005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3-105-5 ( 平 裝 )
NT$230
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試題集. 數學.
1-4 冊/許連喜編著 .-- 臺南市 : 漢華
文教, 11005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3-106-2 ( 平 裝 )
NT$140
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. 第一冊
(1 上)/杜甫, 方雩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94-8 (平
裝) NT$160
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. 第五冊
(3 上)/方雩, 方毓秀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3 .-- 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04-4
(平裝) NT$160
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百試達. 第一
冊(1 上)/楊介仁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88-7 (平裝)
NT$150

國中自然科學麻辣講義. 第五冊(3
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7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24-2
(平裝) NT$390

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百試達. 第五
冊(3 上)/楊介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

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. 第一冊(1
上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80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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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五冊(3
上)/郭毅, 陳怡靜, 于寒江, 陳穎瑩, 韓
均君, 張准瑲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795-5 ( 平 裝 )
NT$480
國中英語麻辣講義. 第一冊(1 上)/俞
振舟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06 .-- 2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12-9 (平裝) NT$390
國中英語麻辣講義. 第五冊(3 上)/俞
振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6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06-8 (平裝) NT$390
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. 第一冊(1 上)/
李德彰, 詹麗馨, 李欣蓉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1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13-6 (平裝) NT$270
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. 第五冊(3 上)/
李德彰, 詹麗馨, 蘇文賢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07-5 (平裝) NT$270
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. 第一冊(1
上)/蘇郁玟, 王秋萍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11-2
(平裝) NT$180
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. 第五冊(3
上)/吳宜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05-1 ( 平 裝 )
NT$180
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一冊(1
上)/王美惠, 黃炎坤, 余奇芳, 陳志明,
黃宏焱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14-3 ( 平 裝 )
NT$480
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五冊(3
上)/陳傳興, 王怡婷, 彭若寧, 吳宜蓁,
林宛瑩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08-2 ( 平 裝 )
NT$480
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一冊(1
上)/林意苹, 彭若寧, 吳宜蓁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15-0 (平裝) NT$340
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五冊(3
上)/林意苹, 張惠文, 吳宜蓁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09-9 (平裝) NT$340
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. 第一冊(1 上)/
彭若寧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6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16-7 ( 平 裝 )
NT$140
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. 第五冊(3 上)/
彭若寧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10-5 ( 平 裝 )
NT$140
國中國文新挑戰百試達. 第一冊(1
上)/陳祖義, 歐子晴, 李文崇, 唐健編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32-7 (平裝) NT$180
國中國文新挑戰百試達. 第五冊(3
上)/歐子晴, 陳榮德, 劉怡君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835-8 (平裝) NT$180
國中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. 第一冊
(1 上)/簡易, 吳美珠, 李玲慧, 葉子彧,
蔡佩玲, 莊鴻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34-1 ( 平 裝 )
NT$270
國中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. 第五冊
(3 上)/何嵐, 黃大松, 熊瑞英, 吳美珠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36-5 (平裝) NT$270
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一冊(1
上)/王玉芬, 林淑娟, 熊瑞英, 王韻澄,
鍾瑗, 高子翱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31-0 ( 平 裝 )
NT$480

國文語文能力習作/林恬慧, 劉琬茜,
鄭倩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6 .-- 7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78-8 (平裝)
國文語文能力習作/林恬慧, 楊國蘭,
劉琬茜, 鄭倩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8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42-4
(第 3 冊:平裝)
國中數學麻辣講義. 第一冊(1 上)/蕭
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38-9 (平裝) NT$390
國中數學麻辣講義. 第五冊(3 上)/蕭
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41-9 (平裝) NT$390
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. 第一冊(1 上)/
馮梵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6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39-6 (平裝) NT$270
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. 第五冊(3 上)/
馮梵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6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42-6 (平裝) NT$270
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. 第一冊(1
上)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26-6
(平裝) NT$180
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. 第五冊(3
上)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28-0
(平裝) NT$180

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五冊(3
上)/陳郁生, 歐子晴, 王玉芬, 鍾瑗, 高
子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6 .-- 3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44-0 (平裝) NT$480

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一冊(1
上)/歐坤堂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37-2 ( 平 裝 )
NT$480

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一冊(1
上)/顏婉玲, 簡蕙宜, 華子歆, 鄭袖, 莊
安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006 .-- 2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33-4 (平裝) NT$390

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. 第五冊(3
上)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32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40-2
(平裝) NT$480

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五冊(3
上)/莊安安, 顏婉玲, 簡蕙宜, 林淑娟,
華子歆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43-3 ( 平 裝 )
NT$390

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一冊(1
上)/林信宏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27-3 ( 平 裝 )
NT$3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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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五冊(3
上)/林信宏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29-7 ( 平 裝 )
NT$340
國文閱讀文選/陳菀萱, 鄭慧敏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24-0 (第 3 冊:平裝)

11005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63-4 (第 1 冊:平裝)
國文隨堂習作/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39-4 (第 3 冊:平裝)
國文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20-85-3 (全套:平裝)

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. 第一冊(1 上)/
江芸萱, 蔣昕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93-1 ( 平 裝 )
NT$160

國民小學社會學習自修. 6 上/社會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17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67-9 ( 平 裝 )
NT$370

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. 第五冊(3 上)/
江芸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03-7 ( 平 裝 )
NT$160

國民小學社會學習評量. 6 上/社會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68-6 ( 平 裝 )
NT$190

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. 第一冊(1
上)/康妮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87-0 ( 平 裝 )
NT$150

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自修. 1 上(含首
冊)/鄒敦怜, 游慧玲, 張慈麟, 林麗麗,
侯詩瑜, 劉毓婷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24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95-2 (平裝)
NT$470

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. 第五冊(3
上)/康妮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797-9 ( 平 裝 )
NT$150
國中歷史新挑戰學習講義. 第一冊(1
上)/李綪, 陳宥蓁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790-0 (平
裝) NT$195
國中歷史學習講義. 第五冊(3 上)/陳
婷, 徐煜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00-6 ( 平 裝 )
NT$195
國文隨身讀/顏瑞芳主編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7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801 (第 1 冊:平裝)
國文隨身讀/顏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349 (第 3 冊:平裝)
國文隨堂習作/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
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自修. 6 上/數學科
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20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75-4 ( 平 裝 )
NT$470
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評量. 1 上/數學科
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49-5 ( 平 裝 )
NT$210
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評量. 6 上/數學科
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71-6 ( 平 裝 )
NT$190
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講義. 6 上/數學科
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74-7 ( 平 裝 )
NT$198
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. 第一冊
(1 上)/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631 (平裝)

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自修. 6 上/鄒敦怜,
林麗麗, 胡蕙芬, 游慧玲, 劉毓婷編
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2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859-4 (平裝) NT$470

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. 第五冊
(3 上)/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662 (平裝)

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評量. 1 上(含首
冊)/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80-8 (平
裝) NT$210

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. 第一冊(1 上)/
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61-7 (平
裝)

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評量. 6 上/國語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006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60-0 ( 平 裝 )
NT$190

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. 第五冊(3 上)/
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64-8 (平
裝)

國民小學數學麻辣講義. 6 上/數學科
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73-0 ( 平 裝 )
NT$250

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練習本. 第
三冊, 二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
江映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張肇祥, 陳
品傑, 陳敏雀, 劉文賓編撰 .-- 初版二
刷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24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48-9
(平裝)

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自修. 1 上/數學科
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20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48-8 ( 平 裝 )
NT$4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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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中學社會地理練習本. 第三冊,
二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 江映
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張肇祥, 陳品傑,
陳敏雀, 劉文賓編撰 .-- 初版二刷 .--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24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46-5 (平裝)

基本電學(含實習)奪分寶典. 上/王金
松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20-3 (PDF)
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88-6 (平裝)

基本電學(含實習)奪分寶典. 下/王金
松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21-0 (PDF)
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89-3
(平裝)

國民中學英語暑期銜接教材. 一上/
楊洋, 楊瑞濱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9-18-3 (平裝)

基本電學. 110 版/陳新得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5 .-- 64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693 (平裝) NT$650
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70-1 (平裝)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一冊
(一年級上學期)/王琛智, 吳建勳, 李
世雷, 林佑玲, 夏淑琴, 陳秀琪, 陳麗
婷, 楊志豪編撰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8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53-6 (平裝)

基本電學大意: 測驗選擇題庫. 110
版/陳新得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出版, 11005 .-- 48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70-9 ( 平 裝 )
NT$600
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. 3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6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71-8 (平
裝)

國民中學社會歷史練習本. 第三冊,
二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 江映
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張肇祥, 陳品傑,
陳敏雀, 劉文賓編撰 .-- 初版二刷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20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47-2 (平裝)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三冊
( 二年級上學期)/吳建勲, 李世雷, 林
佑玲, 夏淑琴, 陳秀琪, 陳麗婷, 黃則
緯, 楊志豪, 蔡雅詩編撰 .-- 初版二
刷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38-6
(平裝)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五冊
(三年級上學期)/吳建勳, 李世雷, 林
佑玲, 夏淑琴, 陳秀琪, 陳麗婷, 黃則
緯, 楊志豪, 蔡雅詩編撰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54-3 (平裝)
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. 第一冊(1 上)/
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62-4 (平
裝)
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. 第五冊(3 上)/
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65-5 (平
裝)
基本電學(含實習)完全攻略/陸冠奇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395-5 (PDF)
基本電學(含實習)奪分寶典/王金松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復興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8773-98 (上冊: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986-06493-0-7 (下冊:平裝) NT$380

現 行考銓制 度申論全 攻略 / 李齊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5 .-- 6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66-2 (平裝) NT$600
康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435 (平裝)
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64-0 (平裝)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65-7
(平裝)

康版 i 學習. 地理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44-2 (平裝)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10-7 (平裝)

康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237 (平裝)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11-4
(平裝)

康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459 (平裝)
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86-2 (平裝)

康版 i 學習. 數學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24-4 (平裝)
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87-9
(平裝)

康版 i 學習. 數學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46-6 (平裝)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72-5 (平裝)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73-2
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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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12-1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(教師用). 4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9-14-5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(教師用). 5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9-16-9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4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15-2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5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17-6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53-4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54-1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82-4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83-1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96-1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98-5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9-00-8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978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99-2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01-5 (平裝)

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/林政豪編
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004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54-0 (平裝) NT$450

基奧思維數學. B= G.I.O Math. B/林
恒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菁英文教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27-25-8 (全套:平裝)

這是一本刑法總則解題書/大百合,
小百合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
數位文化, 11005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64-256-4 ( 平 裝 )
NT$450

基奧思維數學. D= G.I.O Math. D/林
恒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菁英文教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27-26-5 (全套:平裝)

這是一本行政學解題書/許多, 羊編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005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53-3 (平裝) NT$450
統計學/程大器編著 .-- 15 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53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32-3 (下冊:
平裝) NT$580
速素時代.讀霸養成記/宋怡慧, 吳昌
諭, 祝育晟, 黃浩勳, 曾期星, 曾碩彥
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41-6 (平裝)
速素時代.讀霸養成記(教師用)/宋怡
慧, 吳昌諭, 祝育晟, 黃浩勳, 曾期星,
曾碩彥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4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40-9 (平裝)
理財規劃人員高分速成/葉俊佑, 齊
名揚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4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2-71-4 (平裝)
專案管理速成(中華電信適用)/宏典
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4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38-3 (平裝)
NT$300
健康社會行為學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
宸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04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31-6 (平裝) NT$400
終結的熾天使/鏡貴也原作; 山本大
和漫畫; 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194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10-1 (第 22 冊:平
裝)
捷運招考桃園捷運四合一全科速成
攻略/郭靖編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鼎
文, 11005 .-- 6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96-9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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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奧思維數學. F= G.I.O Math. F/林恒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菁英文教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27-27-2 (全套:平裝)
商業會計法/王昊軒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22-4
(平裝) NT$450
捷運概論(含捷運法規及常識)/林敏
玄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出版, 11004 .-- 536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4-774-7 ( 平 裝 )
NT$5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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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42-3-4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260
國際私法重點整理/劉韋廷編著 .-六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19-4 (平裝) NT$580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2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90-7 (平裝)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4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92-1 (平裝)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5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694-5 (平裝)
國語作業簿. 2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914 (平裝)
國語作業簿. 4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938 (平裝)

國語作業簿. 5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6952 (平裝)
貨幣銀行學(含概要)/平心編 .-- 十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89-1 (PDF)
貨幣銀行學講義. 1-13/鼎文師資群
編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
11004 .-- 18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70-9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. 自然(教師用). 3/翰林自
然科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192 面; 3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90-1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. 自然(教師用). 5/翰林自
然科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208 面; 3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750-8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. 自然. 3/翰林自然科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9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91-8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. 自然. 5/翰林自然科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208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51-5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國文(教師用). 5/宋裕審
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71-0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國文. 5/宋裕審訂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2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72-7
(平裝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
進職員(人資類)(共同+專業)(104-109
年試題)/Jacob Wu 等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01-7 (PDF)
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
進職員(政風類)共同+專業(104 年109 年試題)/Jacob Wu 等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22-2 (PDF)
基礎電子實習/陳茂璋, 胡家群, 洪茂
松, 林麗雲, 吳煌壬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6 .-- 2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375 (平裝)

超脑麦斯: 创意思维数学: 千变万化.
二部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4 .-- 3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37-6
(平裝)
超脑麦斯: 创意思维数学: 千变万化.
首部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4 .-- 2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36-9
(平裝)
超脑麦斯: 创意思维数学: 巧板 36 变.
二部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4 .-- 3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35-2
(平裝)
超脑麦斯: 创意思维数学: 巧板 36 变.
首部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4 .-- 3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34-5
(平裝)
超脑麦斯: 创意思维数学: 堆栈高手.
二部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4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39-0
(平裝)
超脑麦斯: 创意思维数学: 堆栈高手.
首部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4 .-- 3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38-3
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B1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22-2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B2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23-9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B3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24-6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B4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25-3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D1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26-0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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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D2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27-7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D3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28-4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D4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29-1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F1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30-7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F2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31-4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F3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32-1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. F4/谢荣利总
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技, 110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4-33-8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教学资源手册.
A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京尼教育科技, 11003 .-- 4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16-1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教学资源手册.
B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京尼教育科技, 11003 .-- 4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17-8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教学资源手册.
C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京尼教育科技, 11003 .-- 4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18-5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教学资源手册.
D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京尼教育科技, 11003 .-- 4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19-2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教学资源手册.
E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京尼教育科技, 11003 .-- 4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20-8 (平裝)
超脑麦斯: 拼拔数学力教学资源手册.
F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
京尼教育科技, 11003 .-- 4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21-5 (平裝)
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/軍職編輯小
組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51-8 (PDF)
程式設計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20-82-2 (全套:
平裝)
郵局外勤四合一 30 天速成/三民補
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6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64-6 (平
裝)
郵政內勤六合一題庫/張啟新著 .-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63-9 (EPUB)
郵政招考郵政內勤六合一歷屆試題
限時批/鼎文名師群合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3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90-7 (平裝)
郵政招考郵政外勤五合一歷屆試題
限時批/鼎文名師群合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91-4 (平裝)
就是這本民法總則體系+解題書/阿
翔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
文化, 11005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464-257-1 ( 平 裝 )
NT$450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生物/楊雅齡, 許建儀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0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441 (平裝)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國文. 3/林聆慈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37-6 (平裝)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數學. 3A/董展宏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34-5
(平裝)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歷史. 三/陳秀珍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40-3 (平裝)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5/
馮玉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43-7 (平裝)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. 5/馮玉華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44-4 (平裝)
超級翰將講義. 自然(教師用). 3/張文
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42-7 (平裝)
超級翰將講義. 自然(教師用). 5/張文
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17-8 (平裝)
超級翰將講義. 自然. 3/張文山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2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434 (平裝)
超級翰將講義. 自然. 5/張文山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26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192 (平裝)
超級翰將講義. 國文(教師用). 5/吳錫
鴻, 王景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73-4 (平裝)
超級翰將講義. 國文. 5/吳錫鴻, 王景
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74-1 (平裝)
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
與體育領域體育. 第五冊/沈易利, 黃
景鶴, 楊金桂, 許績勝, 唐誌陽, 陳新
枝, 趙榮瑞, 王琦正, 羅雅柔, 周桂名,
陳金盈, 王伯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華興文化, 11004 .-- 183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1-4-9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地理空白地圖集. 第一冊
/三民地理編輯小組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17-2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地理探究力活動手冊. 第
一冊/高培根, 陳芳敏, 張淑瑜, 蔡慧
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5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25-7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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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中地理閱讀素養題本. 第一
冊/藍冠傑, 鐘大益, 盧怡文, 蔡慧瓊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6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22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地理學習攻略習作. 第一
冊/楊嵐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21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31-8 (平
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. 第五冊/石世
鵬, 侯奕宇, 蘇文賢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5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07-3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隨身讀. 第
三冊/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6 .-- 12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48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隨身讀. 第
五冊/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編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6 .-- 74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14-1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超素筆記. 第五冊/
陳雲釵, 楊佳純, 嚴雅貞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6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87-0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. 三/
吳姿蓉, 邱湘茵, 張倍慈, 楊可欣, 劉
羽婷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6 .-- 1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98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銜接講義/三民國文
編輯小組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1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23-3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外閱讀文選. 一/
吳慧貞, 李啟嘉, 柯恩琪, 黃麗禎, 楊
敬珩, 葉家伶, 鄭慧敏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1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417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外閱讀文選. 三/
包惠瑩, 林士敦, 柯恩琪, 陳菀萱, 楊
敬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6 .-- 1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29-5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國文隨身讀. 第一冊/顏
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21-9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隨身讀. 第三冊/顏
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85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數學 B 學習講義. 第三
冊/林國華, 高天德, 董維新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84-9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數學教學講義. 第一冊/
陳彥宏, 蘇慧珍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3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69-6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數學銜接教材/周婉琪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71-9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數學學科制霸. 第一冊/
洪榮良, 蔡森任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32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72-6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數學學習講義. 第一冊/
林國華, 高天德, 董維新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5 .-- 23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68-9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年表. 第一冊/三民
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2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73-3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年表. 第三冊/三民
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2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09-7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地圖學習指南. 第一
冊/周玉翎, 雷秀慧, 黃健凱, 蔡睿恂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89-4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地圖學習指南. 第二
冊/三民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6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764 (平裝)

11005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65-8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歷史地圖學習指南. 第三
冊/三民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6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103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探究活動手冊.
I/陳正源, 陳其威, 黃信雄, 楊才民, 楊
宗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64-1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歷史習作. 第三冊/劉芳
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6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38-7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學習講義. I/韋
裕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66-5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歷史創想歷活動手冊. 第
一冊/周玉翎, 雷秀慧, 黃健凱, 蔡睿
恂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4-67-2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選修歷史超活閱素可達.
I/何亞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46-2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歷史創想歷活動手冊. 第
二冊/洪群哲, 張肇祥, 蔡睿恂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20-2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創想歷活動手冊. 第
三冊/何亞宜, 許洋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28-8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銜接高手. 第一冊/
林怡慧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74-0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銜接高手. 第二冊/
林怡慧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6 .-- 81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79-5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銜接高手. 第三冊/
林怡慧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5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94-8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選修. III, 探究與實
作學習.活動攻略/三民歷史編輯小組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1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58-0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. 一/黃健綸,
陳俞初, 詹欣穎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2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455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. 三/王焜泰,
張玲瑜, 陳珈吟, 陳菀萱, 黃健綸, 詹
欣穎, 鮑可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21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27-1 (平
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/技術型高級中
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授課指引. 上冊
/歐陽德林, 周閔惠, 易常騏, 邱鴻明,
柳炯名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4 .-- 3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2-12-3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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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課指引=
Health and leisure/蔡新茂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4 .-- 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11-6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.
化學/蘇捷魁, 黃業建, 廖靜宜, 吳秋
月, 王瓊蘭編輯委員 .-- 再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216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82-6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習作. I/何孟娟,
陳瑋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6 .-- 7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47-9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高中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/王尊信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4 .-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2-04-8 (平裝) NT$313

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習作. I/陳正源,
陳其威, 黃信雄, 楊才民, 楊宗侃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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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黃業建, 廖靜宜, 王瓊蘭, 蘇捷魁, 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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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月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7 .-- 1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65-9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生物. IV, 生態、演化及生物多
樣性/曾喜育, 張豪賢, 何瓊紋編輯委
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66-6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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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IV, 電磁現象
一/邱世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4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05-5 ( 平 裝 )
NT$313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習作簿. IV, 電磁現象一/陳
智勝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5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14-7 (平裝) 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習作簿. V, 電磁現象二與
量子現象/陳智勝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16-1 (平裝)
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實驗一把罩. IV, 電磁現象
一/湯郁然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5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15-4 ( 平 裝 )
NT$125
普通型高級中等選修物理. IV, 電磁
現象一/林秀豪, 徐國誠, 鄭呈因, 張
銘傑, 林子立, 吳易哲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- 16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53-5
(平裝) NT$260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歷史學習寶典. I/葉玉, 郭瓊蔚, 鄭雅
文, 鍾明珊, 張育甄, 廖經庭, 蘇信宇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56-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. 第五冊/
王信雲, 王靖賢, 呂香瑩, 李秋芸, 林
冠瑋, 洪秋萍, 高東榆, 張瑛玿, 陳雲
釵, 楊佳純, 楊智民, 樊可瑜, 蔡宜珊,
應惠蕙, 戴逸群, 謝明宏, 魏宏軒編著;
車畇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
11008 .-- 1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90-7 (平裝)

ISBN 978-986-0722-13-0 ( 平 裝 )
NT$300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. 第五冊/
丁威仁, 田啟文, 陳室如, 陳惠茵, 黃
麗禎, 虞沛蓁, 鄭慧敏編著委員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6 .-- 18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87-7
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數學甲上習作簿/林玉惇, 林鈺傑, 洪
志瑋, 林怡寶編著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6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09-3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隨身讀. 1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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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333704-1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.
5/陳純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42-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 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
自學寶典. 1/黃慧姬, 陳美華, 林麗慧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06-9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 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
自學寶典. 5/黃慧姬, 陳美華, 林麗慧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56-7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習作. 1/徐瑋婕, 陳薰磬, 盧
冠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08-3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單字片語手冊. 5= English
reader/陳純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64 面; 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855-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閱讀測驗 All Star. 5/黃瑄,
楊佳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00-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數學甲 A+課堂講義. 上冊/吳汀菱,
林淑娥, 洪瑞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泰宇, 11007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117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數學選修數學乙上習作簿 /林玉惇,
林鈺傑, 洪志瑋, 林怡寶編著 .-- 新北
市 : 泰宇, 11006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10-9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公民與社
會教師手冊. I/張樹倫, 劉恆妏, 楊智
元, 賴柷宏, 楊貴智編撰委員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5 .-- 492 面;
4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434-8
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課本.
IV,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/劉如熹, 邱智
宏, 周芳妃, 吳明禧, 陳昭錦, 陳偉民
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4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436-2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. I/高
文芳, 張明哲, 陳正源, 陳其威, 黃信
雄, 楊才民, 楊宗侃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, 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182-2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. 上
冊/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5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76-1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. 上
冊/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5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77-8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. III,
究與實作/林果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1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597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
乙版. 上冊/林維俞, 劉癸蓉, 蔡孟恬,
葉橙原, 張暉旻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華興文化, 11004 .-- 19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1-5-6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教師手冊. 第五
冊/王怡芬, 林淑薰, 周薆玫, 商瑈, 郭
素妙, 黃文琪, 詹佳鑫, 蔣錦繡編撰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26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427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課本. 第五冊/
王怡芬, 林淑薰, 周薆玫, 商瑈, 郭素
妙, 黃文琪, 詹佳鑫, 蔣錦繡編撰委員;
何寄澎總諮詢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008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424-9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強心
針 A 轉 B 類/王志傑編著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06-2 (平裝)

11005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61-1 (平裝)
*單操輸送一點通: 心智圖&公式筆
記 = Easy learn/CHEMBOY, 黃 瑞 翔
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文化教
育, 11004 .-- 267 面; 30X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73-2-9 (平裝)
新.古早代誌/東大歷史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49-3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
(Tips)/許雅惠編著 .-- 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4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36-8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強心
針 B 轉 A 類/王志傑編著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08-6 (平裝)

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
電學含實習升學寶典/黃錦泉編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台 科 大 圖 書 ,
11004 .-- 4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27-6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地理. II, 社會
環境議題/龔琪嵐, 杜雅鈴, 林怡秀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5 .-- 1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48-1 (平裝) NT$330

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
學含實習升學跨越講義/邱佳椿, 林
孟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, 11005 .-- 42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242-9 (平裝)

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報實務
(2 合 1)/許美滿, 羅白卿, 陳富強編
著 .-- 第 2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005 .-- 5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44-4 (平裝) NT$500

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資電
類程式設計實習升學寶典/林后鍾,
溫一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, 11005 .-- 176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248-1 (平裝)

普通高級中學地球科學大素養題本
/[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] 編 輯 部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4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699-7 (平裝)

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
類電工機械升學寶典/黃銘編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台 科 大 圖 書 ,
11005 .-- 3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34-4 (平裝)

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套書 /珍妮,
黃皇凱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53-2 (全套:平裝)

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
類電工機械含實習跨越講義/高偉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4 .-- 42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28-3 (平裝)

就業服務乙級通關講座/王朝明, 吳
虹儀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化, 11005 .-- 5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46-8 (平裝) NT$550
超閱素養/陳智弘, 卓翠鑾, 林皇德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5 .-240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429-4 (平裝)
無敵筆記式自修高中英文. 3/蔡任翔,
陳琪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
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A 升學講義/巫
曉芸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, 11005 .-- 26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233-7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B 跨越講義/劉
源禎(劉慎), 巫曉芸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316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313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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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B 總複習入門
素養卷/簡美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9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32-0 (平
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C 跨越講義/許
燦興, 董德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346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29-0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基礎實
習升學寶典/江元壽編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5 .-- 40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382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
學寶典/江元壽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5 .-- 41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41-2 (平
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圖實
習升學寶典/謝士渠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5 .-- 31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351 (平裝)
電子學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20-77-8 (全套:平裝)
新日檢 N5 模擬試題+完全解析(QR
Code 版)/林士鈞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瑞蘭國際, 11005 .-- 28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0-22-5 (平裝)
NT$320
農地變更規劃與實務解要/林育智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4 .-- 6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73-0 (平裝) NT$1100
新非選 BOOK: 不可不選的統測英文
非選寶典/翰林高中英文科編輯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749-2 (平裝)
會計事務丙級技能檢定套書/林惠貞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452-5 (全套:平裝)
新突破數學Ｃ統測總複習講義/柯著
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9-1504 (全套:平裝) NT$425

會計速可達/黃仁乙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啟芳, 11004 .-- 1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2-0-3 (上冊:
平裝) NT$200
會計速可達/黃仁乙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啟芳, 11005 .-- 12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2-1-0 (下冊:
平裝) NT$200
新挑戰國中英語隨課練. 第一冊(1
上)/俞振舟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89-1 ( 平 裝 )
NT$100
新挑戰國中英語隨課練. 第五冊(3
上)/陳傳興, 王秋萍編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88-4
(平裝) NT$100
新挑戰國中數學隨課練. 第五冊(3
上)/周佳蓁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890-7 ( 平 裝 )
NT$110
會計學概要/巫毓琪, 馬心屏編著 .-第 2 版 .-- 新 北 市 : 宏 典 文 化 ,
11004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41-3 (平裝) NT$550
會計學講義. 1-14/鼎文師資群編 .-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
11004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69-3 (平裝)
新時代乙級室內配線(屋內線路裝修)
學科題庫必通解析/鄧登木, 鄭才新
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4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26-9 (平裝)
新時代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
必通解析/佳彥資訊編著 .-- 四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200
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306 (平裝)
新時代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研
讀範本含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共同
學科題庫/雲有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4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405 (平裝)
資料結構/王致强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5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24-8 (平
裝) NT$580
搶 救初考國 文特訓套 書 /徐弘縉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430-3 (全套:平裝)
運動規則= Basic rules of sports/ .-- 新
北市 : 謳馨, 11006 .-- 18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931-95-6 (平裝)
新無敵自修. 自然. 5/何錫霖, 錢宜新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41-3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
5/林鏡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03-8 (平裝)

新無敵實力評量. 自然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2 面; 3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31-1 (平裝)
新無敵實力評量. 自然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45 面; 3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26-0 (平裝)
NT$155
新無敵實力評量. 社會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4 面; 3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10-9 (平裝)
新無敵實力評量. 國文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48 面; 39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75-8 (平
裝)
新無敵實力評量. 數學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36 面; 3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89-5 (平裝)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. 5/林鏡
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04-5 (平裝)

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/林虹妙編著 .-6 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05 .-3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40-2-9 (平裝)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(教師用). 3/劉
文裕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69-0 (平裝)

電路學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20-74-7 (全套:平裝)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(教師用). 5/陳
怡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849-9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. 3/劉文裕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770-6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. 5/陳怡靜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50-5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(教師用). 5/陳
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858-1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. 5/陳宗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59-8 (平裝)
新無敵實力評量. 自然. 1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40 面; 3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30-4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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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 漁 會 國 文 ( 論 文 及 應 用 文 )/ 李 杰
編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0-71-6
(PDF)
微積分歷屆試題詳解/劉明昌編著 .-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7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29-3 (平裝) NT$750
微積分學習要訣/劉明昌編著 .-- 21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9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28-6 (平裝) NT$800
電機機械(電工機械)講義/鼎文師資
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20-761 (全套:平裝)
經濟學. 111 版/許偉, 許碩傑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5 .-- 64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716 (平裝) NT$650
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/鄭桂芬編著 .-四版 .-- 臺北市 : 啟芳, 11004 .-- 34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2-27 (下冊:平裝) NT$300

經濟學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20-80-8 (全套:平裝)
試題挖挖哇. 公民與社會. 3/陳皓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838-3 (平裝)

11005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4-396-1 (平裝) NT$420
圖解海事法規/張雅富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97-8 (PDF)

試題挖挖哇. 地理. 3/藍冠麟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8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28-1
(平裝)

圖解營建法規(建築管理及相關法令
彙編)/池體演, 林本, 張世宏, 賀士麃,
林孟章, 楊松裕編輯 .-- 十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實力圖書, 11004 .-- 79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6-0-6 (平
裝) NT$1300

漫 Book 臺灣: 走入 30 個歷史場景/
葉宗鑫, 張峻浩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81-8 (平裝)

監獄行刑法精修/宋子青編授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新東海國際科技,
11004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69-0-0 (平裝) NT$400

語文養成習作/白瑩潔, 林怡君, 詹嘉
芸, 楊涵茹, 鄭佳樺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3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158 (第 1 冊:平裝)
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社會心理學
群)/于菲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5-56-7 (PDF)

實用兒科護理/陳月枝等作 .-- 九版 .- 臺北市 : 華杏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4-595-8 (EPUB)
實用產科護理/王淑芳等作 .-- 九版 .- 臺北市 : 華杏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4-594-1 (PDF)
銀行內控業務人員: 最新重點＋試題
解析速成總整理/林崇漢編著 .-- 第
17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4 .-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43-7 (平裝) NT$480
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資訊學群)/吳
鋼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50-5 (PDF)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管理學群)/于
菲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32-1 (PDF)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數理化學群化學類)/吳鋼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48-2 (PDF)

銀行共同科目歷屆試題/三民補習班
名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04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2-60-8 (平裝)
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數理化學群數理類)/劉基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42-0 (PDF)

銀行考試: 會計學概要. 110 版/文呈
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4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62-4 (平裝) NT$600
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醫藥衛生學
群)/劉靖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
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5-55-0 (PDF)

銀行招考、金融雇員會計學(含概
要)/王龍應編 .-- 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
鼎文, 11004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0-88-4 (平裝)

臺灣菸酒甄試: 從業評價職位人員
(訪銷類)歷屆題庫 4 合 1. 2021/宏典
文化臺灣菸酒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8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50-5 (平裝) NT$550

圖解式法典: 刑事訴訟法/莫律師編
著 .-- 1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4 .-- 52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15-6 (平裝) NT$520
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數學複習講義.
A/朱正康編著 .-- 新北市 : 建興文化,

熱力學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20-83-9 (全套:平裝)
數學 B/方志元, 李志文, 葉衍作, 臧
俊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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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圖書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84-92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584-93-1 (第 3 冊:平裝)
數學 B 習作/方志元, 李志文, 葉衍作,
臧俊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07-000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07-011-0 (第 3 冊:平裝)
數學 B 教學講義/胡湘蘭, 陳姿妡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4-97-9 (第 1 冊:平裝)
數學 B 學習講義/林政謙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04-2 (第 1 冊:平裝)
數學 C 三角函數附冊/東大數學編輯
小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6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99-3 (平裝)
數學 C 習作/林和田, 許世育, 張泉欽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84-96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7-005-9 (第 3 冊:平裝)
數學 C 教學講義/焦金勝, 曾湧傑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02-8 (第 1 冊:平裝)
數學 C 學習講義/奕帆, 翁婉珣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08-0 (第 1 冊:平裝)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1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58-4 (平裝)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2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60-7 (平裝)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4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62-1 (平裝)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5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64-5 (平裝)
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6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766-9 (平裝)

橘子複習講義. 公民. 1-4 冊/文淓儀,
任語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53-9 (平裝)

數學作業簿. 1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591 (平裝)

橘子複習講義. 地理(教師用). 1-4 冊/
丘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745-4 (平裝)

數學作業簿. 2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614 (平裝)

橘子複習講義. 地理. 1-4 冊/丘虎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746-1 (平裝)

數學作業簿. 4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638 (平裝)

歷史習作/各校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264 (平裝)

數學作業簿. 6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676 (平裝)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(教師用).
3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68-8 (平裝)

數學智力與性向測驗: 強化新課綱的
數學素養與學習力/許建銘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24-1 (PDF)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(教師用).
5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5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19-0 (平裝)

閱讀.蛻變: 以閱讀為引線,成就最好
的自己/劉姿吟, 陳禹齊, 于珮婷著
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晟景數位文化,
11005 .-- 2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15-7-6 (平裝) NT$330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695 (平裝)

翰版 i 學習數學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213 (平裝)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206 (平裝)

翰版 i 學習數學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22-0 (平裝)

閱讀小當家. 中年級/林佳錚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7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390-7
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
閱讀吧!12 主題閱讀挑戰/朱媛, 汪菀
婷, 吳小唯, 賴沂凌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5 .-- 288 面; 3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428-7 (平裝)
閱讀蝴蝶效應/陳卓欣, 吳佩玹著作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晟景數位文化,
11005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15-8-3 (平裝) NT$315
閱讀雙響炮/12 年國教閱讀編輯團隊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4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77-8 (平裝)
橘子複習講義. 公民(教師用). 1-4 冊/
文淓儀, 任語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752-2 (平裝)

翰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336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11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60-2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自然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 面; 3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34-3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自然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12 面; 3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61-9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664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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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版 i 學習. 英語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67-1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305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數學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31-2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地理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7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411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地理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42-8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國文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27-5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國文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28-2 (平裝)

憲法一本通/宣律師編著 .-- 七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4 .-- 49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23-1
(平裝) NT$550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59-6 (平裝)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55-8 (平裝)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48-0
(平裝)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56-5
(平裝)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2 上(乙本)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77-2
(平裝)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2 上(甲本)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76-5
(平裝)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4 上(乙本)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79-6
(平裝)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4 上(甲本)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78-9
(平裝)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5 上(乙本)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81-9
(平裝)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5 上(甲本)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80-2
(平裝)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49-7 (平裝)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50-3
(平裝)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57-2 (平裝)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. 3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5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58-9 (平
裝)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31-2 (平裝)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. 5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7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32-9 (平
裝)

翰林版無敵自修. 高中國文. 1/陳智
弘, 陳春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25-0 (平裝)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49-7 (平裝)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29-9 (平裝)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50-3
(平裝)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30-5
(平裝)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62-6 (平裝)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63-3
(平裝)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08-4 (平裝)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53-4 (平裝)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09-1
(平裝)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54-1
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74-9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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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6-756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(教師用). 4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6-76-3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(教師用). 5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6-78-7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4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77-0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5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6-79-4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51-0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52-7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6-80-0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6-81-7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1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35-0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2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37-4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4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9-39-8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5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9-41-1 (平裝)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6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9-43-5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1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367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381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4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40-4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5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42-8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6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44-2 (平裝)
學習評量精要 75 講/吳明隆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25-8 (PDF)
學測 1000 素養 X 混合題. 自然科/王
俊乃, 林靜吟, 周俞伽, 蘇南州作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433-1 (平裝)
NT$230
學測 1000 素養 X 混合題. 社會科/吳
雅玲, 曾翊宸, 藍冠麟, 阮雋絜, 許廷
瑋, 程志, 蘇永生, Terrence 作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4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435-5 ( 平 裝 )
NT$230
學測 1000 素養 X 混合題. 英文科/吳
佳穎, 李秋芸, 李宗蓉, 李嘉恩, 蔡任
翔, 林芸竹, 金筱云, 陳映妤, 陳亮宇,
張秀帆, 彭嘉璇, 董于嘉, 蘇文賢作 .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- 23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431-7 (平
裝)
學測 1000 素養 X 混合題. 數學 A/賴
維平, 趙文川, 黃家瑋作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4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432-4 (平裝)

學測 4568 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
編. 自然科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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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388-4 (平裝)
學測 4568 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
編. 社會科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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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389-1 (平裝)
學測 4568 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
編. 國文科(國綜、國寫)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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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386-0
(平裝)
學測 4568 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
編. 數學科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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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387-7 (平裝)
學測英文週攻略/宋承豪, 雷雅帆, 王
昱閔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4 .-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385-3 (平裝)
導遊、領隊人員考試觀光與休閒遊
憩概論/齊方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鼎文, 11004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0-72-3 (平裝)
機器人與專題製作/林健仁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5 .-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749-9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
應用力學講義/鼎文師資群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資訊, 11004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20-78-5 (全套:
平裝)
薏偉的家事事件法/薏偉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 北 市 :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,
11005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58-8 (平裝) NT$450
環境與職業衛生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
宸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05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41-5 (平裝) NT$400
擬臨床情境綜合護理技術/楊惠如,
潘美蓉, 曾翊瑄, 林劭, 張良芳作 .-臺北市 : 永大, 11004 .-- 1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8-1-7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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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: (營造業別)
結訓電腦測驗經典題庫解密(適用甲
乙丙種)/湯士弘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4 .-- 2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39-0 (平裝)
NT$300
醫檢師國考題詳解. VI, 醫學分子檢
驗學/陳連城, 康情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- 32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48-4 (平
裝) NT$360
翻譯作文 Let's G.O./余綺芳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2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152-8 (平裝) NT$338
證券交易法/陳琮勛(伊律師)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37-8 (平裝) NT$550
證券交易法爭點解讀/陳琮勛(伊律師)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36-1 (平裝) NT$550
證券商業務員: 最新重點+試題解析
速成總整理/林冠秀, 柳威廷編著 .-第 20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 ,
11005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52-9 (平裝) NT$680
關鍵東亞: 你不可不知的發燒 50 人/
蔡佾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6 .-- 1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82-5 (平裝)
關鍵雙 14!國文複習新策略/丁一, 璽
大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04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51-1 (平裝) NT$400
議起玩國文/陳珈吟, 黃健綸, 詹欣穎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6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16-5 (第 3 冊:平裝)
議起玩國文(學生用)/黃健綸, 陳菀萱,
陳俞初等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10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62-7 (第 1
冊:平裝)
贏戰: 高中數學 A 學測搶分寶典/博
凱出版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, 11004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697-3 ( 平 裝 )
NT$420

贏戰: 高中數學 B 學測搶分寶典/博
凱出版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, 11004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698-0 ( 平 裝 )
NT$420
鐵路特考. 111 版: 公民 All Pass 歷屆
試題全解/陳萱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數位出版, 11004 .-- 30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4-764-8 ( 平 裝 )
NT$500
鐵路特考 2021 試題大補帖(公民與
英文(適用佐級))(99-109 年試題)(測
驗題型)/楊華等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37-6 (PDF)
鐵路特考 2021 試題大補帖國文(適
用佐級)(99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
李華, 紫彤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33-8 (PDF)
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= Introduction
to tourism & hospitality industry/劉清
華, 劉碧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宥宸文化, 11004 .-- 40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934-50-7 (上冊:平裝)
NT$350

兒童讀物
0 歲拉拉書. 第二集/人類文化編輯部
文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00-62-7 (全套:精裝)
NT$190
<<打開現代之門>>+<<打開文明之
門>>/劉維人著; cincin chang 圖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報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751-871-2 (全套:
平裝) NT$660
Be-ahead:
learn
alphabet
with
fun/[editor Bert Education Press] .-- 臺
中市 : 博特出版, 110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467-0-2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片)
Cinderella/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58-0
(平裝附光碟片)
Emperor's new clothes/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
11004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49-8 (平裝附光碟片)

何嘉仁, 11005 .-- 16 面; 4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80-8 (平裝)

Go for English: jobs= 全國兒童美語:
各行各業/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全國文化, 11006 .-- 39
面 ; 24X24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763-9-8 (平裝附光碟片)

I can read; pop!/written by Mark
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005 .-- 12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6-70-9 (平裝)

I can read: can you find me?/written by
Mark 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5 .-- 16 面; 4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78-5 (平裝)
I can read: first or last/written by Mark
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005 .-- 16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6-81-5 (平裝)
I can read: fruit every day/written by
Mark 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5 .-- 20 面; 4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74-7 (平裝)
I can read: giving/written by Mark
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005 .-- 16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6-76-1 (平裝)
I can read: grumpy gordy/written by
Mark 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5 .-- 20 面; 4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79-2 (平裝)
I can read: let's see/written by Mark
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005 .-- 16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6-72-3 (平裝)

Inak mamangan tu qodas nanaz: Taqai
Tumaz= 我的獵人爺爺: 達駭黑熊 (布
農族語-巒群)/Neqos Soqluman(乜寇.
索克魯曼)作; Chu Chia Hui(儲嘉慧)
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市文化局,
11003 .-- 56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5-25-4 (精裝) NT$350
Jack and the beanstalk/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4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51-1 (平裝附光碟片)
K10: 神 奇魔 法師 Papa/author Yuan
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
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40-8 (精
裝)
K11: 摘星/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
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原圓出版
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4-41-5 (精裝)
K12: where is it?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42-2 (精裝)

I can read: my box/written by Mark
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005 .-- 12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6-71-6 (平裝)

K13: 大象怎麼動起來?/author Yuan
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
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43-9 (精
裝)

I can read: the hungry king/written by
Mark 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5 .-- 12 面; 4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75-4 (平裝)

K14: 年 year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44-6 (精裝)

I can read: the magic helmet/written by
Mark 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5 .-- 16 面; 4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77-8 (平裝)

K15: happy berthday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45-3 (精裝)

I can read: two friends in a boat/written
by Mark 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5 .-- 16 面; 4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73-0 (平裝)

K16: 小水滴的旅行: 一個說不完的
故 事 /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
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原圓出版
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4-46-0 (精裝)

I can read: up and down/written by
Mark Wester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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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17: 愛是什麼?what is love?/author
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

新北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47-7
(精裝)
K18: 這 隻 鳥 多 少 錢 ?/author Yuan
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
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48-4 (精
裝)
K19: 絲念/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
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原圓出版
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4-49-1 (精裝)
K1: mice love cheese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31-6 (精裝)
K20: 夜 劇 場 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50-7 (精裝)
K21: 洗 澡 ! 散 步 !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51-4 (精裝)
K22: 為 什 麼 要 排 隊 ?/author Yuan
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
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52-1 (精
裝)

K28: 我要吃小孩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58-3 (精裝)
K29: tree/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
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原圓出版
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4-59-0 (精裝)
K2: home of six little pigs/author Yuan
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
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32-3 (精
裝)
K30: sea/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
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原圓出版
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4-60-6 (精裝)
K3: snowman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33-0 (精裝)
K4: 山 谷 valley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34-7 (精裝)
K5: 說 謊 lie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35-4 (精裝)

K23: 手 和 手 指 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53-8 (精裝)

K6: 老爺爺/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
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原圓出版
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4-36-1 (精裝)

K24: Santa Claus 聖 誕 老 人 /author
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新北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54-5
(精裝)

K7: where germs?細菌在哪裡?/author
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新北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37-8
(精裝)

K25: snail/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
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原圓出版
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4-55-2 (精裝)

K8: 守護的天使 Mommy/author Yuan
Yuan 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
市 : 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38-5 (精
裝)

K26: dinosaur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56-9 (精裝)
K27: 小熊的新房子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4-57-6 (精裝)

K9: jungle/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
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原圓出版
社, 11005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4-39-2 (精裝)
Pinocchio/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32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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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50-4
(平裝附光碟片)
Puss in boots/Retold by Angela Chao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53-5
(平裝附光碟片)
Q 寶鋼琴彈唱繪本= Children's piano
sing-along/馬妙涵著; 彭意筑插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韻, 11004 .-- 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986-41-4
(第 2 冊:平裝)
Snow White/Retold by Angela Chao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46-7
(平裝附光碟片)
Student's book. step 6/writer Freddie
Sizer, Jeffery Sloop .-- 1st ed. .-- 新北
市 : 夏恩國際教育, 11006 .-- 1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97-9-6
(平裝)
Super skills book. step 6/writer Tom
Woodhouse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夏恩
國際教育, 11006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12-0-1 (平裝)
The Bremen Town musicians/Retold by
Angela Chao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4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54-2 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candy house/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4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55-9 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Frog Prince/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4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47-4 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golden goose/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4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52-8 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seven little lambs/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4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56-6 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ugly duckling/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4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48-1 (平裝附光碟片)
Thumbelina/Retold by Angela Chao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32 面;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57-3
(平裝附光碟片)
Wisdom pig series. K/author Yuan Yuan
Editorial Group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
原圓出版社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484-61-3 (全套:精裝)
Workbook. step 6/writer Mark Rogers .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夏恩國際教育,
11006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12-1-8 (平裝)
X 怪奇偵察隊. 3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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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17-5 (EPUB)
X 尋寶探險隊. 29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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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19-9 (EPUB)
YOYO 語言藝術家/朱阿莉作; 劉鵑
菁繪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00-40-5 (第 1 冊:平裝
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986-5500-41-2
(第 3 冊:平裝附光碟片)

毛衣勾到了!: 主題探索書/康軒幼教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5 .-- 26 面; 25X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5-870-9 (平裝)
火沒了/Dr. M 文; Shiny Shoe 圖 .-- 屏
東縣 : 上醫囝囡診所, 11005 .-- 28 面;
16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140-80 (精裝) NT$80
*不怕輸的才是贏家/卡特琳娜.高斯
曼 - 漢 瑟 爾 (Katharina GrossmannHensel)文.圖; 吳肇祈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上誼文化, 11005 .-- 32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08-7 (精
裝) NT$320

中英雙語 X 經典重現 X 哲思繪本/
謝爾.希爾弗斯坦(Shel Silverstein)文
圖; 劉美欽, 林世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水滴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9529-85-3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999

有趣的動物園/彭閔熙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12 面; 21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64-1 (精
裝)

三字經/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; 叁幻
堂工作室繪圖 .-- 再版二刷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04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25-2 (精裝附光碟
片)

幼兒情商啟蒙繪本遊戲書/瑪麗.帕魯
特(Marie Paruit)作.繪; 葉淑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7-388-6 (全套:
精裝) NT$1400

小朋友最喜歡的世界歷史地圖/智慧
鳥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50-0 (PDF)

打開海洋工程的奇趣世界: 船舶與海
洋工程廳親子共學導覽手冊 = The
facinating world of ocean engineering/
宋祚忠總編輯 .-- 基隆市 : 海科館,
11004 .-- 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0-13-8 (精裝)

公民: 看這本就夠了/邱樺編著 .-- 第
6 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394-8 (PDF)

好預兆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幼獅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9-232-9 (PDF)
好像在哪兒見過?/市川圭子文; 長谷
川義史圖; 米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維京國際, 11006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0-391-2 (精裝)

小画册的旅行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
作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6 .-- 36
面 ; 25X2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283-4-0 (平裝)

今天誰代課?. 1/海魚漫畫; Spud 編
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09-9-4 (EPUB)

字的童話/蔡忠琦責任編輯 .-- 第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503-999-8 (全套:
平裝)

不要!/瀨名惠子文.圖; 沈晨音翻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, 11006 .-24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03-905-2 (精裝)

什麼唱歌: 給 0-3 歲的傳統兒歌/中國
傳統兒歌, 王金選文; 廖健宏圖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 11005 .-- 16
面; 16X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649-0 (精裝) NT$360

王文華說話課/王文華文; 桃子圖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35-858-7 (全套:
平裝) NT$580

自我保護 OK 棒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5-876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35877-8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35-878-5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35-879-2 (第 4 冊:平裝)

好多好酷的工作系列/莉斯貝特.史列
荷斯(Liesbet Slegers)圖文; 謝維玲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9529-884 (全套:精裝) NT$999
好好笑漫畫數學: 買賣大作戰/郭雅
欣編劇; 司空彌生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98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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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聰明漫畫醫學: 原來身體這樣運
作!/許雅筑編劇; 謝宜珊漫畫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99-5 (EPUB)
弟子規/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; 叁幻
堂工作室繪圖 .-- 再版二刷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26-9 (精裝附光碟
片)
我不想长大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
作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6 .-- 36
面 ; 25X2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283-2-6 (平裝)
找找看!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.
恐龍篇/紙上魔方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51-7 (PDF)
我的世界幻遊/露西.布雲里耶作; 陳
郁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6 .-- 32 面; 34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132-9 (精裝) NT$480
妖怪出租. 2, 請借給我妖怪之力/廣
嶋玲子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81-7 (EPUB)
妖怪出租. 2: 請借給我妖怪之力/廣
嶋玲子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87-9 (PDF)
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: 從被子植
物稱霸到人與植物共生/智慧鳥著.
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6-0620 (全套:精裝) NT$1280
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: 從藻類演
化到花的誕生 /智慧鳥著.繪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6-061-3 (全套:精裝)
NT$1120
壯 姆斯的星 際旅行練 習本 / 陳玟平
作 .-- 新 北 市 : 旋 音 音 創 教 育 ,
11005 .-- 32 面; 24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1-1-6 (平裝)
我很特別,你很特別/費莉西蒂.布魯
克斯作; 瑪.費赫羅插畫; 賴雅靜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8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156-7 (精裝) NT$380

東湳時光/李欣霈, 鄭羽婷, 高幸萱,
廖家羚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
大文創系, 11004 .-- 40 面; 21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499-21-7 (平裝)
花園小熊/JCC 作.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4 .-- 32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689-4 (平裝)
NT$280
阿德蝸的海洋學堂/阿德蝸文;
SEVEN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1-107 (全套:平裝) NT$1420
迪士尼幼兒繪本系列: 歡樂成長套書
/南西.派倫特文; 薇薇安.吳, 丸山傑
哈德圖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光點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17-82-3 (全套:精裝) NT$1920
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/楊波, 惠小
玲, 任 夢作 .-- 新北 市 : 螢火 蟲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52-3580 (全套:平裝) NT$1320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隨身讀. 5/
易理玉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26-7 (平裝)

英 文 童 話 故 事 /Retold by Angela
Chao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00-597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

我最厉害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作 .-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6 .-- 3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3-33 (平裝)

為什麼不能我想怎樣就怎樣/王宏哲
文; 侯小妍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
康大腦, 11006 .-- 44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315-3-2 ( 精 裝 )
NT$360

來自星星的小偵探: 科學偵探社破案
事件簿/鄭宗弦著; 王秋香繪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66-63-0 (全套:
平裝) NT$1720
阿宅聯盟: 決戰 AI 太陽王國: 超進化
人工智慧歷險漫畫/鴻海教育基金會
作; 謝欣如漫畫繪製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9-947-0 (EPUB)
爸爸的開學日/邁克.沃努特卡(Mike
Wohnoutka)文. 圖; 李紫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006 .-- 40
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3936 (精裝)
爸爸幾公斤= How many kilos father
is/陳芳怡繪.文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芳怡繪本, 11005 .-- 3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839-2-7 ( 精 裝 )
NT$400

食平安,過好年: 主題探索書/康軒幼
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5 .-- 26 面; 25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69-3 (平裝)
品格主題書: 友愛: 桃樂絲找朋友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37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239 (平裝)
品格主題書: 責任: 遺忘商店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37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8604 (平裝)
紅鼻小孩: 葉道瑝與紅鼻子醫生/葉
道瑝, 紅鼻子醫生作; 葉道瑝, 心藝製
作所繪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紅鼻子關
懷小丑協會, 11004 .-- 48 面; 29X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39-1-8 (平
裝) NT$350
*紅龜粿/王金選文; 曹俊彥圖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 11004 .-- 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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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3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652-0 (精裝附光碟片) NT$320
紙的遊樂園: 由平面到立體的創作歷
程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40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464 (平裝)
閃亮亮大樓的阿沃/尼克.布蘭德文.
圖; 孔繁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薪
展文化, 11006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95999-9-3 ( 精 裝 )
NT$310
國小學習卷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5 上/
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7 .-- 32 面; 39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13-7 (平裝)
探究地球生物演化歷程/猪鄉久義監
修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48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61-0 (精裝) NT$320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2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138 (平裝)
部首的故事課. 4, 足舟車出發了/陳
姞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87-9 (PDF)
部首的故事課. 5, 龍龜鹿巧手畫/陳
姞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96-1 (PDF)
部首的故事課: 1-5 套書/陳姞淨著;
王敬萱, 王宇世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2-718-0 (全套:平裝) NT$1500
*張哲銘畫寫自然「木之繪本」套書
/張哲銘文.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
步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9380-89-8 (全套:精裝) NT$640
情商繪本精選輯/邱敬樺, 李美華責
任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
文化, 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466-4-1 (全套:精裝)
國學隨身書.競技唐詩 100 首/小果文
創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果文創, 11006 .-- 64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77-8-7 ( 平 裝 )
NT$499

發光的樹/海狗房東文; 貓魚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006 .-- 48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3929 (精裝)
給孩子的神奇仿生科學: 醫療、再生
能源、環保塑膠、永續建築……未
來厲害科技都是偷學大自然的!/穆里
埃.居榭(Muriel Zürcher), 蘇瓦.巴拉克
(Sua Balac)著; 許雅雯譯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09-6 (EPUB)
給孩子的神奇仿生科學: 醫療、再生
能源、環保塑膠、永續建築……未
來厲害科技都是偷學大自然的!/穆里
埃.居榭(Muriel Zürcher), 蘇瓦.巴拉克
(Sua Balac)著; 許雅雯譯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10-2 (PDF)
超科少年. 7, 特斯拉/好面, 友善文創
漫畫; 胡佳伶撰文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5-004-4 (EPUB)
超科少年. 8, 愛達/好面, 友善文創漫
畫; 胡佳伶撰文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005-1 (EPUB)
愛告狀的響尾蛇/艾希莉.巴特里
(Ashley Bartley)文; 布萊恩.馬丁(Brian
Martin)圖; 張家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穎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0-20-0 (PDF)
遇見球球大老闆: 認識骨髓穿刺/蔡
毅樺, 高淑貞著 .-- 臺中市 : 二心創
意文化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11-1-0 (PDF)
新無敵自修. 國文. 5/潘渝鈺, 步綻青,
陳芳儀, 盧鈺文, 王藝蓉, 周淑和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27-4 (平裝)
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 : 長不高大人
晏嬰秀機智/王文華作; 王秋香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19-3 (PDF)
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: 長不高大人晏
嬰秀機智/王文華作; 王秋香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16-2 (EPUB)
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: 結巴貴公子韓
非說故事/王文華作; 陳虹伃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20-9 (PDF)
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: 結巴貴公子韓
非說故事/王文華作; 陳虹伃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21-6 (EPUB)
意想不到的晚餐/阿絲莉德.德伯特文;
寶琳.馬丁圖; 謝蕙心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, 11005 .-- 42
面 ; 17X22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875-5-4 (精裝)

文.圖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花縣鳳林
國小, 11005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29-43-0 (精裝)
與眾不同的山羊/菲利普.喬丹諾文.
圖; 陳怡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
京國際, 11006 .-- 48 面; 3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0-390-5 (精裝)
臺語話神仙= Fairy tales in Taiwanese/
羅炤月主編 .-- 桃園市 : 桃市文化局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63-687 (全套:精裝) NT$2100

想像力特務. 1: 出動!拯救被綁架的
媽媽/金永鎮著; 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380-0 (EPUB)

豬 豬 去 觀 光 / 艾 倫 . 布 雷 比 (Aaron
Blabey)著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899-1 (EPUB)

想像力特務. 1: 出動!拯救被綁架的
媽媽/金永鎮著; 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384-8 (PDF)

豬 豬 去 觀 光 / 艾 倫 . 布 雷 比 (Aaron
Blabey)著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01-1 (PDF)

想像力特務. 2: 停!不要再吵架了/金
永鎮著; 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382-4 (EPUB)

數學作業簿. 5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652 (平裝)

想像力特務. 2: 停!不要再吵架了/金
永鎮著; 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385-5 (PDF)

積木小創客: 動手做軌道、玩骨牌!/
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5 .-- 40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8457 (平裝)

想像力特務. 3: 糟糕!惡夢工廠營業
了/金永鎮著; 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7-383-1 (EPUB)
想像力特務. 3: 糟糕!惡夢工廠營業
了/金永鎮著; 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7-386-2 (PDF)
達魯的愛心樹/尤尼雅.克雷亞(Yuniar
Khairani) 文 ; 米 拉 . 維 達 哈 蒂 (Mira
Widhayati)圖; 莊靜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愛米粒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917-5-9 (EPUB)
新熱鬧端午節(注音版)/呦呦童作.繪
圖 .-- 三版五刷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
11005 .-- 14 面; 27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8-80-5 (精裝) NT$500
躲 貓 貓 的 時 候 我 在 哪 裡 ?/Lee Hsiu
Lua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李秀鑾,
11005 .-- 30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69-4 (精裝)
慢城鳳林/花蓮縣鳳林國小附設幼兒
園 109 學年度大中班幼生/全體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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蕎見幸福.麥向新生/張佳琦編; 頼锦
蓉(閩), 吳宥蓁(英)譯; 詹敬涵, 楊雨
霏, 張玫萱, 陳智晟, 陳昱倫, 陳信勳,
楊杰叡, 郭懷意, 洪薇煊, 朱彩菱, 詹
醇蓁, 謝桂香, 陳思妤, 陳羿汝, 林益
成, 莊于誌, 吳雨瞳繪 .-- 彰化縣 : 彰
縣新生國小, 11004 .-- 40 面; 20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05-1 (精
裝)
醫院裡的攝影棚: 認識影像檢查/高
淑貞著 .-- 臺中市 : 二心創意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11-2-7 (PDF)
寶貝想聽: 交通工具的聲音/Marion
Zoubenko 作; charlie pOp 插畫; 李旻
諭譯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
11005 .-- 12 面; 17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8-81-2 (精裝) NT$500
寶貝想聽: 草原動物的聲音/Marion
Zoubenko 作; charlie pOp 插畫; 李旻
諭譯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

11005 .-- 12 面; 17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8-82-9 (精裝) NT$500
寶 貝 想 聽 : 農 場 裡 的 聲 音 /Marion
Zoubenko 作; charlie pOp 插畫; 李旻
諭譯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
11005 .-- 12 面; 17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8-83-6 (精裝) NT$500
蘑菇伞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作 .-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6 .-- 3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3-19 (平裝)
聽 , 什 麼 聲 音 ?/ 步 步 聯 盟 作 ; Elsa
Martins 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6543 (全套:精裝)
聽,什麼聲音?. 1, 好聽國樂/步步聯盟
作; Elsa Martins 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9 .-- 14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50-5 (精裝)
聽,什麼聲音?. 2, 有趣生活/步步聯盟
作; Elsa Martins 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9 .-- 14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51-2 (精裝)
聽,什麼聲音?. 3, 自然景觀/步步聯盟
作; Elsa Martins 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9 .-- 14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52-9 (精裝)
聽,什麼聲音?. 4, 熱鬧森林/步步聯盟
作; Elsa Martins 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09 .-- 14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53-6 (精裝)

漫畫書
30 歲之後的 coming out/鶴亀まよ作;
熊次郎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864-7
(EPUB)
30 歲之後的 coming out/鶴亀まよ作;
熊次郎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868-5
(PDF)
333APP 抹消軟體. 1/彭傑作; 亞美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10-4 (EPUB)
3P 開始了!!. 1/克.亞樹作; 和靜清寂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52-4 (EPUB)

AGRAVITY BOYS 無重力少年/中村
充志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43-3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00
BORUTO:
NARUTO
NEXT
GENERATIONS-火影新世代/岸本斉
史原作.監修; 池本幹雄漫畫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76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47-1
(第 14 冊:平裝) NT$100
CIGAR HOLIC 重度成癮: 情不自禁
對人型雪茄狂吸猛抱/慶優作; 御門
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866-1
(EPUB)

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86-6 (第 1 冊:平裝)
Fate/Grand Order 短篇漫畫集 PLUS!.
4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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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15-3 (EPUB)
Fate/Grand Order 短篇漫畫集 PLUS!.
5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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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14-6 (EPUB)
home: 家/つゆきゆるこ作; 游若琪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57-2 (EPUB)

CIGAR HOLIC 重度成癮: 情不自禁
對人型雪茄狂吸猛抱/慶優作; 御門
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869-2 (PDF)

*LIMBO: 見習房東與非人房客 x Dr
神貓醫生心療所/QUESTION MARK
神貓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狐耳,
11005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824-0 (平裝) NT$200

Daisy jealousy/ お げ れ つ た な か 作 ;
ALAT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305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311-5 (第 1 冊:平裝限量紀念版)

ONE PIECE 航海王/尾田栄一郎作;
許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9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02-6 (第 99 冊:平裝) NT$105

DINER 殺手餐廳. 4/河合孝典作; 譚
志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95-4
(EPUB)

OVERLORD/丸山くがね原作; 深山
フギン漫畫; 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17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29-0 (第 14
冊:平裝)

DKB+: 男子高校弓道社+/佑羽栞作;
盧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0739-3 (平裝)

PARTY PLAY/naop 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66-1 (EPUB)

Dorian Gray: a new Taiwanese
comic/story by 李季紋; comic by Eli
Li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木蘭文化,
11004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068-8-2 (平裝) NT$350
Dr.STONE 新石紀/稲垣理一郎原作;
Boichi 作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45-7 ( 第 20 冊 : 平 裝 )
NT$100
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/鳥山明
原作; とよたろう漫畫; 吳勵誠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46-4 (第 15
冊:平裝) NT$100
FANGS: 牙/ビリー.バリバリー作;
何硯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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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Y PLAY/naop 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72-2 (PDF)
queue 軌跡: Kanna Kii artbook/紀伊カ
ンナ作; 加奈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6964-8 (平裝) NT$450
RIVER'S 543+. 1, 全員大集合之卷
/RIVER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東販, 11005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07-8 (平裝)
ROUGH 物語(新裝版)/安達充原作;
紅燒茄子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037-4 (全套:平裝)
SHY 英雄鎮魂曲. 1/実樹ぶきみ作;
沈嘉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71-5
(EPUB)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70-3
(EPUB)

Sugar & Mustard: 砂糖與黃芥末/はな
さわ浪雄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5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0738-6 (平裝)

人馬/墨佳遼原作; 朔小方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5 .-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10-8 (第 2 冊:平裝)

Sugar in my Coffee 我的甜咖啡/北畠
あけ乃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30-3 (平裝) NT$140

人狼的新娘: 妳願意生下我的小孩
嗎?/加藤純智, kuroko 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19-77-2 (EPUB)

TS 朗君的性生活. 4/konomi 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53-1 (平裝)
NT$210
ドリアン.グレイ: 新しい台湾のコ
ミック/李季紋物語; Eli Lin 漫画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木蘭文化, 11004 .-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068-7-5 (平裝) NT$350
「高潮太多次要留級了」限時 50 分
鐘,令人腰酸的 SEX 補考/矢後ゆう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31-6 (EPUB)
一弦定音!. 23/アミュー作; 倪湘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11-4 (EPUB)
十二支色戀草子: 蜜月之章/待緒イ
サミ原作; 小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, 11005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4-613-9 (第 2 冊:平
裝)
入夜之後的我/益子悠原作; 一 X 漫
畫; yoshik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6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84-2 (平裝)
入夜之後的我. 2/益子悠作; yoshiki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62-6 (EPUB)
入社後發現除了我以外全部人都在
玩色情角色扮演/sage.ジョー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63-0 (EPUB)
入社後發現除了我以外全部人都在
玩色情角色扮演/sage.ジョー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71-5 (PDF)
人帥真好人醜就是性騷擾試過就知
道!/山口ねね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

人間椅子的調教方法: 誰准你勃起
的!/秕ユウジ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63-5
(EPUB)
小木乃伊到我家/空木翔作; comico,
洪宗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90-3 (第 12 冊:平裝)
小 木 乃 伊 到 我 家 . 11/ 空 木 翔 作 ;
comico;洪宗賢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72-5 (EPUB)
女友轉蛋. 1/吉宗作; 逝人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131-9 (EPUB)
上司的那裡是 XL 號!?: 巨根...進入
中...!/可児いとう作; 林沛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83-5
(第 3 冊:平裝)
上司的那裡是 XL 號!?: 巨根...進入
中...!. 1/可児いとう作; 林沛榛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15-9 (EPUB)
上司的那裡是 XL 號!?: 巨根...進入
中...!. 2/可児いとう作; 林沛榛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72-2 (EPUB)
三字頭的Ｖ美肉大哥哥線下約炮/凪
田十子作; 曾瀞玉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83-1 (EPUB)
小邪神飛踢. 8/ユキヲ作; 洪兆賢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44-9 (EPUB)
工作細胞 LADY/原田重光原作; 乙
川灯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130

6996-9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NT$130 .-ISBN 978-957-26-6997-6 (第 2 冊:平裝)
NT$130
小林家的龍女僕/クール教信者作;
依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2170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03-218-7 (第 10 冊:平裝限定版)
小林家的龍女僕 康娜的日常/クール
教信者原作; 木村光博漫畫; 依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304-7 (第 8 冊:平裝)
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妓/山
田 J 太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94-1 (第 2
冊:平裝)
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. 5/高田裕
三作; 莊湘萍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2-867-8 (EPUB)
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. 5/高田裕
三作; 莊湘萍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2-874-6 (PDF)
大富豪的御用舔舐犬/佳門サエコ漫
畫; 小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東販, 11005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11-5 (平裝)
女僕.IN.非社交系少女/三角頭作; 伶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21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219-4 (第 3 冊:平裝)
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. 1/前屋進作;
御 門 幻 流 譯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2-863-0 (EPUB)
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. 1/前屋進作;
御 門 幻 流 譯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2-875-3 (PDF)
凡爾賽玫瑰(完全版)/池田理代子作;
尤靜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009-5 (第 1
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340 .-- ISBN
978-957-26-7010-1 (第 2 冊:平裝首刷
附錄版) NT$340 .-- ISBN 978-957-267011-8 (第 3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340 .-- ISBN 978-957-26-7012-5

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340 .-ISBN 978-957-26-7013-2 (第 5 冊:平裝
首刷附錄版) NT$340 .-- ISBN 978957-26-7014-9 (第 6 冊:平裝首刷附錄
版) NT$340 .-- ISBN 978-957-26-70156 (第 7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340 .-- ISBN 978-957-26-7016-3
(第 8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340 .-ISBN 978-957-26-7017-0 (第 9 冊:平裝
首刷附錄版) NT$340
小繆將軍歐賣尬. 3/まつだこうた原
作; もりちか作畫; 倪湘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054-1 (EPUB)
王子大人的理由/夏目維朔作; Sherry
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15-3 (平裝)
少女前線漫畫精選集/雫綺一生,
IAPOC, 石坂ケンタ, 薄稀, EXCEL,
カルトマ, きのさきありま, ku-ba,
ぬじま, マッパニナッタ, まふゆ, み
しまひろじ, ももせ, 羊箱漫畫; 尊師
K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538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539-9 (第 2 冊:平裝)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754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厄里斯的聖杯. 1/常磐くじら原作;
桃山ひなせ漫畫; 賴詠新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180-7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/克.亜樹作; 捲毛太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303-0 (第 78 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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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302-3 (第 4 冊:平裝)
天保桃色水滸傳. 3/八月薰, 粕谷秀
夫作; 捲毛太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13-8 (EPUB)
不 要 被 魔 吃 嗎 ?/ 柴 宮 幸 作 ; Akane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0751-5 (平裝)
巴留的人生塗鴉/板垣巴留作; 尤靜
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2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297 (平裝) NT$170

勿說是推理. 3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14-5 (EPUB)
不管是誰都可以快來上我吧!!: 盡是
吸引到受君的美少年副會長之災難/
愁いち, 餡玉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83-3
(EPUB)
火鳳燎原/陳某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89-1 (第 70 冊:平裝)
火影忍者(愛藏版)(31-36)/岸本斉史
作; 張紹 仁譯 .-- 臺 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0415 (全套:平裝) NT$1620
主人的屍體. 1/藤近小梅作; 魏嫚秀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33-3 (EPUB)
平凡上班族到異世界當上了了四天
王的故事/ベニガシラ原作; 村光漫
畫; 志野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6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12-5 (第 2 冊:平裝)
平凡妹的復仇記: 我要讓老師開口撒
嬌!/白弓サン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61-1
(EPUB)

尺寸超出規格的我,被浪蕩前輩推倒
了 !?/ 星 た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33-6 (EPUB)

今晚有貓伴身邊/KyuryuZ 作; 林慧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6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133-6 (平裝) NT$3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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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855-1 (第 5 冊:平裝)

王國物語/中村明日美子作; 貝貝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130-9 (第 3 冊:平裝)

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異世界後宮生
活 . 1/月夜涙原作; 月見隆士漫畫; 風
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51-0
(EPUB)

不動聲色的柏田與喜形於色的太田.
3/東ふゆ作; 倪湘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37-1 (EPUB)

可以用老師來練習 SEX 嗎?/麻生实
花作; 陳律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82-8 (平裝)

不期而遇的初戀/ななつの航作; 木
易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872-8 (平裝)

生而為 GAY,那又如何: 在同志酒吧
長大的我們/もちぎ作; 平川遊佐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871-1 (第 2 冊:平裝)

公 主 騎 士 是 我 的 同 班 同 學 !THE
COMIC. 1/NO.ゴメス作; 梁勝哲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59-3 (EPUB)
內衣下的秘密/喃喃作; 刻托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95-2 (平裝)
NT$140
少年的初戀是美少女♂。. 2/小林キ
ナ作; 倪 湘譯 .-- 臺 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04-3 (EPUB)
不完美的公主們/アジイチ作; 方郁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64

勿說是推理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163 (第 4 冊:平裝)
勿說是推理. 2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38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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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/古谷實著;
陳俐忻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6-858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6859-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06-860-5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6-861-2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

978-626-306-862-9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06-863-6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6-864-3 (第 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6-865-0
(第 8 冊:平裝)
平良先生不想受歡迎/佐木かやの作;
鍾明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81-1 (平裝)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.
13/ODA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35-7 (EPUB)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. 14/ODA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16-9 (EPUB)
用我的手指蹂躪妳!: 打烊後的沙龍、
被壞心眼欺負. 1/neco 作; 林沛榛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17-3 (EPUB)
用我的手指蹂躪妳!: 打烊後的沙龍、
被壞心眼欺負. 2/neco 作; 林沛榛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60-9 (EPUB)
加奈子的幸福殺手生活. 1/若林稔弥
作; 倪湘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23-4
(EPUB)
以命運之吻喚醒。/春田菜菜作; 蔡
孟婷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852-0 (第 1 冊:平裝)
世界,還是繞著貓打轉/Nobeko 作; 黛
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08-5 (EPUB)
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
族. 2/皇ハマオ漫畫; 月夜涙原作;
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521-4 (EPUB)
可畏想使用指揮官盡情玩樂/あらと
安里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56-2 (平裝) NT$250
田徑社員香汗淋漓好色情: 教練!請
幫我課後指導!/ぺい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19-88-8 (EPUB)
打倒勇者/楊政諭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原動力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9-1-0 (第 1
冊:平裝)
失能旅社/Gami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辣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96-9-9 (EPUB)
史萊姆轉生。: 大賢者成為精靈養女
的寵物了. 1/わらびもちきなこ作;
御 門 幻 流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64-0 (EPUB)
可愛的淫魔被看門狗狗獨佔/紗良サ
アヤ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64-4
(EPUB)
可愛過頭大危機. 1/城戸みつる作;
林香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16-6
(EPUB)

半澤直樹(漫畫版). 3/池井戸潤原作;
藤本繁貴構成漫畫; 黃娟芳譯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2-872-2 (PDF)
好小子(愛藏版)(1-18)/千葉徹彌作;
黃桂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952-5 (全套:
平裝)
再也無法品嚐的果實之味/雛倉紗梨
惠原作; 藤峰大和漫畫; 曲冰熙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16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06952 (平裝)
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. 1/下條水月作;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47-0
(EPUB)
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. 2/下條水月作;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82-4
(EPUB)

囚愛戀慕: 被你最真實的模樣深深吸
引/流花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67-3 (EPUB)

安全牌小姐和天菜帥哥的戀情/伊さ
らこて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84-0
(EPUB)

古銅色的美人魚/麻井キンタ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19-86-4 (EPUB)

再見.星期五/岡本 K 宗澄作; 瓜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0745-4 (平裝)

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. 1/はっせん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61-6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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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18-4 (EPUB)

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. 1/はっせん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76-0 (PDF)

自那天開始閃爍耀眼/kikuya kikuko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32-9 (EPUB)

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. 2/はっせん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48-7
(平裝) NT$250

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,似乎就能成為
魔法師. 6/豊田悠作; 和靜清寂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75-3 (EPUB)

由諸神養育的神子,將成為世界最強/
九野十弥作; 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990-7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

再來一碗: 高木直子全家吃飽飽萬
歲!/高木直子著; 洪俞君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9-642-0 (EPUB)

半澤直樹(漫畫版). 3/池井戸潤原作;
藤本繁貴漫畫; 黃娟芳譯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2-865-4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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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事多磨/古鉢瑠華作; 吊木光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5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09-2 (第 7 冊:平裝)

因果性之吻. 1/阿仁谷ユイジ作; 呂
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25-8
(EPUB)

名偵探柯南 90+PLUS 超百科全書/青
山剛昌原作; 陳柏伸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35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91-0 (平裝)

因果性之吻. 2/阿仁谷ユイジ作; 呂
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42-5
(EPUB)

名偵探柯南: 赤井秀一精選集/青山
剛昌作; 李俊銘等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173-9 (EPUB)

死侍屠殺漫威宇宙= Deadpool kills
the Marvel Universe/庫倫.邦恩(Cullen
Bunn), 達 利 波 . 塔 拉 吉 克 (Dalibor
Talajic(ILT)), 李 . 洛 瑞 奇 (Lee
Loughridge)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6 .-- 9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565-9 (平裝)

名偵探柯南: 赤井家族精選集/青山
剛昌作; 李俊銘等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15-2 (EPUB)

如果愛「看」得見?/七路ゆうき作;
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00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
行星少女. 1/大石日日作; 依文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46-3 (EPUB)
老師,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!!/ィガラ
シュイ作; 洪兆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15-6 (第 3 冊:平裝)
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. 2/八田鮎子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3692-8 (EPUB)
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. 2/八田鮎子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3721-5 (PDF)
在迷宮生活的原勇者 THE COMIC.
1/しかげなぎ作; 梁勝哲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148-7 (EPUB)
色欲之春: 祕密的香豔美色皆藏於筆
尖/笹木ささ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58-1
(EPUB)
劣 情 的 lesson/ 日嶌こ うり 作 ; Yu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301-6 (平裝)
名偵探柯南. 98/青山剛昌作; 陳柏伸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91-6 (EPUB)

名偵探柯南: 怪盜小子祕密檔案
with<<神偷怪盜>>/青山剛昌作; 御門
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17-6
(EPUB)
名偵探柯南: 背叛的舞台/掀起漣漪
的魔法師/青山剛昌作; 和靜清寂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58-9 (EPUB)
名偵探柯南 LOVE+PLUS 超百科全
書/青山剛昌作; 陳柏伸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69-5 (EPUB)
西荻漥 三星洋酒堂/浅井西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967-9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6968-6
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50
妄想老師. 12/春輝作; 捲毛太郎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80-0 (EPUB)
妄想老師初體驗. 1/春輝作; 李俊銘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22-7 (EPUB)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/りゅうせんひ
ろつぐ原作;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;
李殷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00-9 (第 4 冊:平裝)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. 3/りゅうせん
ひろつぐ原作;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;
李殷廷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18-3
(EPUB)
色慾禁咒 Lust Geass. 4/高橋脩作; 林
星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02-3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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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縛少年花子君/あいだいろ作; 劉
維容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982-2 (第 15
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6981-5 (第 14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180
有貓的日常/ふじひと作; shion 譯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2-860-9 (EPUB)
有貓的日常/ふじひと作; shion 譯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2-870-8 (PDF)
那一種 Ω 恕我難以照辦/白ムナコ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80-2 (EPUB)
沒人知道學長的真面目/いさか十五
郎作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99-0 (平裝) NT$140
我才不要和你談戀愛/志々藤からり
作; 帽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6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55-9 (平裝)
住在 1K 公寓的王子殿下/大和名瀬
作; 流川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005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16-0 (平裝)
佐佐木與宮野/春園ショウ作; 竹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57-3 (第 7 冊:平裝)
佐伯同學在睡覺. 4/春原ロビンソン
原作; 小菊路よう漫畫; 霖之助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40-4 (EPUB)
那位神明是抖 S/むつきらん作; 楊采
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0741-6 (平裝)
抗拒 α 另一個故事/奥田枠作; 澤野
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662 (平裝) NT$140
我的主人是白袍紳士/藤井サクヤ,
水羽凛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87-1 (EPUB)
我的房屋成了魔宮休息所這檔事/東
国不動原作; たこやよし漫畫; 李昆

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19-1 (第 2 冊:平裝)
我的美人/カシオ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85-3 (平裝)
NT$140
我 的室友對 我異常執 著 /西塔なつ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57-6 (EPUB)
我的英雄學院/堀越耕平作; 趙聖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42-6
(第 30 冊:平裝) NT$100
我的面癱臉甜心/ふかぃまろ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56-9 (EPUB)
即使無法在一起!/小坂つむぎ作; 王
薇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972-3 (平裝) NT$140
我的網紅男友/桂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7006-4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57-26-7007-1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
版) .-- ISBN 978-957-26-7008-8 (第 2
冊:平裝二刷附錄版)
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22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85-9 (第 2 冊:平裝)
我推的孩子. 1/赤坂アカ原作; 橫槍
メンゴ漫畫; 林香吟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45-9 (EPUB)
那傢伙的癖好有夠變態!/くろむら基
人作; 陳家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69-3 (平裝) NT$140
那就抱到妳想起來為止: 小鮮肉帥哥
都是衣冠禽獸/藤倉レモン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19-79-6 (EPUB)
吻過傷痕/あまきいお作; 黛西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20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07041 (平裝)
狂亂綻放的 Ω: 未亡人 Ω 渴望 β/
楽田トリノ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3688-1 (EPUB)
狂亂綻放的 Ω: 未亡人 Ω 渴望 β/
楽田トリノ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3720-8 (PDF)

佳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60-3 (第 1 冊:平裝)
君戀. 社會人篇/波真田かもめ, 冬乃
郁也, はぜはら西, 霜月かいり, 中田
アキラ, 緒花, カキネ, うまのほねこ,
晴野ヤコ, 斑目ヒロ, 夏糖作; 熊次郎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854-4 (第 3 冊:平裝)
君戀. 學生篇/束原さき, 猫野まりこ,
田倉トヲル, 阿部はちた, カシオ, 栗
戶なつ, 茶渋たむ, Maria, エヌオカ
ヨチ, 如月あい, 高木ユーナ, 七ノ日
作; 貝貝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013-5 (第 3 冊:平裝)
妳一直在用下流的眼神,注視著我上
臂的二頭肌吧?/高山こば作; 林沛榛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289-7 (第 3 冊:平裝)
妳一直在用下流的眼神,注視著我上
臂的二頭肌吧?. 1/高山こば作; 林沛
榛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30-2
(EPUB)

我的驍勇威震天地: 亞歷克希斯帝國
昌隆記. 1/佐藤勇作; 蘇聖翔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89-3 (EPUB)

狂賭之淵(假). 7/河本ほむら原作.監
修; 川村拓作畫; 湯伊蘋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046-6 (EPUB)

妳一直在用下流的眼神,注視著我上
臂的二頭肌吧?. 2/高山こば作; 林沛
榛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87-9
(EPUB)

我們大家的河合莊/宮原るり作; 豬
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07027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0703-4 (第 9 冊:平裝)

狂賭之淵. 13/河本ほむら作; 御門幻
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56-5
(EPUB)

明日同學的水手服. 7/博作; 陳秀玫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77-0 (EPUB)

沐浴在相同的光芒下/ココミ作; 魏
嫚秀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01-2
(EPUB)
我們真的學不來!/筒井大志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019 (第 21 冊:平裝特裝版) NT$135

狂賭之淵妄. 4/河本ほむら作; 御門
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51-7
(EPUB)
邪劍先生十分搖擺/飛田二木壱作;
mido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07-1 (第 4 冊:平裝)

沉淪的交友關係/赤星ジェイク作;
陳家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971-6 (平裝) NT$140

你遭難了嗎?/岡本健太郎原作; さが
ら梨々漫畫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040-8 (第 8 冊:平裝)
NT$130

我推的孩子/赤坂アカ原作; 橫槍メ
ンゴ漫畫; 林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/
まめちょろ原作; 米田和佐漫畫; 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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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關係的情人/オオヒラヨウ作;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78-7
(EPUB)
青之驅魔師. 25/加藤和惠作; 陳鈞然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39-5 (EPUB)
空母伊吹/川口開治作; 泪紫音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2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7060 (第 4 冊:平裝)
虎穴廚房/元ハルヒラ作; 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15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07-8
(第 4 冊:平裝)

阿宅和鬼怪的桃色同居生活/晴屋う
まこ作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86-0 (平裝) NT$140
來自深淵: 官方創作集: 第二層危險
的大洞/竹書房作; 伶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65-7 (EPUB)
阿宅聯盟: 決戰 AI 太陽王國: 超進化
人工智慧歷險漫畫/鴻海教育基金會
作; 謝欣如漫畫繪製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9-948-7 (PDF)
妳明白和男人一起住意味著什麼嗎?:
青梅竹馬的理性到達極限/庭鳥ヒナ
コ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37-8
(EPUB)
怪物社會/爛貨習作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原動力, 11005 .-- 2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9-0-3 (平裝)
怪物事變/藍本松漫畫; 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92-7
(第 12 冊:平裝)
怪物事變. 11/藍本松作; 伶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20-3 (EPUB)
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....
1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69-2 (EPUB)
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....
1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77-7 (PDF)
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....
2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5 .-- 6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50-0 (平裝) NT$500
炎炎消防隊/大久保篤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50-1
(第 28 冊:平裝) NT$100
姊姊對小學女生很有興趣。. 3/柚木
涼太作; 蘇奕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59-6 (EPUB)
青春播放不間斷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

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0742-3 (第 3 冊: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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00-9 (EPUB)
孤島部長. 1/八海摘作; 黎維津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49-4 (EPUB)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/二
丸修一原作; 井冬良漫畫; umon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554-2 (第 1 冊:平裝)
青梅竹馬輕輕愛撫我: 當然沒有關係
肯定沒問題/藤成ゆうき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19-75-8 (EPUB)
坦率的執拗花/青辺マヒト作; 風花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56-2 (EPUB)
花鳥風月/志水雪作; 和靜清寂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3-287-3 (第 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288-0 (第 9
冊:平裝限定版)
咒術迴戰/芥見下々作; 張紹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64-4 (第 15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40
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/黒
葉 だ む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005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52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250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. 4/
足立いまる漫畫; しめさば原作;
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501-6 (EPUB)
金黃色的朝霞 THE IDOLM@STER
偶像大師. 1/BNEI,PROJECTiM@S 原
作; まな漫畫; CHIKA 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44-2 (EPUB)
抱著抱著就插進去了!?邊跑邊插上
學去/水乃アルト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238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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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牌得主/つるまいかだ作; 江昱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2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92-1
(第 1 冊:平裝) NT$150
和黑道老大的女兒第一次 H!?: 每晚
造小孩就是我們的了斷方式/市原和
真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36-1
(EPUB)
性搜小隊/鯨川良作; 李昆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5 .-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20-7 (第 2 冊:平裝)
和溫柔處男結婚後,發現他其實是個
不得了的肉食系抖 S/SAICHI KOU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28-2 (EPUB)
非槍人生 NO GUNS LIFE. 7/カラス
マタスク作; 伶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61-6 (EPUB)
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/さき
原作; 彩月つかさ漫畫; Cato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558-0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-559-7
(第 2 冊:平裝)
阿爾蒂. 9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22-4 (EPUB)
阿爾蒂. 9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31-6 (PDF)
幸福路上/宋欣穎原作; 羅荷漫畫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49-93-0 (第 1
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865549-94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300
妳確定要叫得這麼大聲嗎?: 鄰居的
H 又壞又猛讓人欲罷不能/楠しめこ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66-6 (EPUB)
放學後在喫茶店. 1/あずさ きな作;
和 靜 清 寂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24-4 (EPUB)
放學後的突擊 SEX 檢查: 居然濕成
這樣...妳被開除了!/三九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39-2 (EPUB)
阿嬤與 Q 妹/小島動畫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小島動畫, 11005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2-3-0
(第 1 冊:平裝) NT$300
秋山社長的霸王硬上弓是出於對我
的愛!?/鈴鳴いちご作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244-6 (EPUB)
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!?/蘇募ロウ作;
泪紫音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2-702-2 (第 8 冊:平裝)
毒 之 櫻 . 1/MITA 原 作 ;
YammyYamamoto 作畫; 李俊銘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47-3 (EPUB)
香好同學嗅個不停/壱日千次原作;
赤秩父漫畫; 何立心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43-5 (EPUB)
前男友成為了自己的繼兄。: 那天的
後續...來接著做吧。/綾野たか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41-5 (EPUB)
是你先誘惑我的吧!: 一早醒來發現
和腹黑主管在床上/こぽりヌち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19-90-1 (EPUB)
要把那個硬梆梆的東西...插進來嗎?
把正在「等神」的少女帶回家…/天
野 よ そ ら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245-3 (EPUB)
重版出來!/松田奈緒子作; 九十九夜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299-6 (第 15 冊:平裝)
勇者成為魔王的媽媽了!. 3/片岡とん
ち作; 小天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45-6 (EPUB)
政宗君的復仇. 0/竹岡葉月原作; Tiv
漫畫; 加 奈譯 .-- 臺 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94-5 (平裝) NT$105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 版 )/ 三 条 陸 作 ; 稻 田 浩 司 漫 畫 ;

RON 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181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182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03-183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3-184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03-185-2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03-186-9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187-6 (第 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188-3
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189-0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03-190-6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03-191-3 (第 1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03-192-0 (第 1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193-7 (第 1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194-4
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195-1 (第 1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3-196-8 ( 第 16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626-303-197-5 (第 1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198-2 (第 1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199-9
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200-2 (第 2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3-201-9 ( 第 21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626-303-202-6 (第 2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203-3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204-0
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205-7 (第 25 冊:平裝)
皇帝的隨行女官是備受期待的新娘.
1/佐槻奏多原作; 千種あかり漫畫;
亞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26-8
(EPUB)
限 時交液要 愛還要 命 / カトウロカ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59-8 (EPUB)
香格里拉.開拓異境: 糞作獵手挑戰
神作/硬梨菜原作; 不二涼介作畫; 江
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979-2 (第 1
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6980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
帥哥按摩師讓人妻嬌喘連連的祕密:
必殺絕頂按摩技巧/りゅういちろう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85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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哆啦 A 夢電影改編漫畫版. 7, 大雄
與新恐龍/藤子.F.不二雄原作; むぎ
わらしんたろう漫畫; 黎維津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965 (平裝)
負荷不了的男友/星野瑞希作; 陳幼
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07065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0707-2 (第 3 冊:平裝)
首麻里傳奇/手塚治虫原作; 章澤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25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08-5 (第 1 冊:平裝)
突然變成寄宿後宮!?: 聽說樹君,最近
開始和女生同居/有馬紘一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65-4 (EPUB)
突然變成寄宿後宮!?: 聽說樹君,最近
開始和女生同居/有馬紘一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79-1 (PDF)
相隔 8 年再次擁抱你/淺井西作; 游
若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08-5 ( 平 裝 ) .-- ISBN
978-626-303-309-2 (平裝安利美特限
定版) .-- ISBN 978-626-303-310-8 (平
裝限定版)
派對咖孔明/四葉夕卜原作; 小川亮
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48-8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30
前輩!請更加地讚美我吧!/イトハナ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55-5
(平裝) NT$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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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03-0 (EPUB)
背德的 OMEGA 血統/さつきあしゃ
作 ; midori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13-5 (EPUB)
前輩是女子校生♂/新井煮干し子作;
徐柔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973-0 (平裝) NT$140
思慕雪的熱帶魚. 7/萩埜まこと漫畫;
YUN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98-9 (EPUB)
急戰 5 秒殊死鬥/はらわたさいぞう
原案;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; 小天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214-9 (第 6 冊:平裝)
急戰 5 秒殊死鬥. 5/みやこかしわ作;
小天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06-7
(EPUB)
狩龍人拉格納/小林大樹作; 江昱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76-1
(第 1 冊:平裝) NT$150
後續的、想做嗎?: 與初戀發小越過
界線的夏天。/サトウチセ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42-2 (EPUB)
起立、注意、敬禮/たかみや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8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57-9 (平
裝) NT$380
哥布林帝國的反擊/檜山大輔作; 蔡
曉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75-6
(EPUB)
原世界第 1 的副角色育成日記: 廢人
玩家,異世界攻略中 . 1/沢村治太郎
作; 許國 煌譯 .-- 臺 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40-1 (EPUB)

迷途之家的大姊姊. 4/神毛物由宇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54-8
(平裝) NT$210
送貨員的做愛服務請簽收吧!/さばみ
そ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82-6 (EPUB)
鬼滅之刃公式漫迷手冊: 鬼殺隊見聞
錄. 貳/吾峠呼世晴作; 林志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84-6 (平裝)
NT$140
討厭…啦!不可以咬我、犬塚君: 讓
膽 小女生銷 魂的方 式 / 奈倉ときこ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73-4 (EPUB)

張公案(漫畫版). 第一輯/大風颳過原
作; 千二百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6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23-8 (平裝)
國王排名. 6/十日草輔作; 賴思羽譯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2-861-6 (EPUB)
國王排名. 6/十日草輔作; 賴思羽譯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2-871-5 (PDF)
異世界泡泡澡堂輝夜. 2/猪熊しのぶ
作; 夏德 爾譯 .-- 臺 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96-1 (EPUB)

座敷娘與料理人/佐保里作; 沈嘉瑋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213-2 (第 4 冊:平裝)

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. 6/冰樹一
世漫畫; 蘇我捨恥(ヒーロー文庫/主
婦の友インフォス)原作; 夏德爾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78-1 (EPUB)

迴轉壽司男子♂每樣都來一盤!/吉崎
二寸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19-68-0 (EPUB)

異世界跟奴隸做色色事情漫畫短篇
集/一迅社作; shaunten 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103-6 (EPUB)

拳願阿修羅. 21/三肉必起作; 沙輪忍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62-3 (EPUB)

異世界戀愛饗食/嵐星人[作]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6927-3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57-26-6928-0 (第 2 冊:平裝首刷
附錄版)

陷 入 膠 著 狀 態 的 兩 人 /Emoto Haru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30-5 (EPUB)
脫不下來的聖劍妹妹. 2/熊ノ球作;
何立心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77-7
(EPUB)

神奇寶貝特別篇/日下秀憲腳本; 山
本智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11-8 (第 54 冊:平
裝)

深不可測地下迷宮攻略記: 我的異世
界轉生冒險譚. 1/KAKERU 作; 梁勝
哲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68-5
(EPUB)

庫洛魔法使. 透明牌篇/CLAMP 作;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6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39-2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00

將太的壽司(愛藏版)/寺沢大介作; 尤
靜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6937-2 (第 10
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 978-957-266938-9 (第 11 冊:平裝) NT$240 .-ISBN 978-957-26-6939-6 (第 12 冊:平
裝) NT$240 .-- ISBN 978-957-26-69402 (第 13 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

純真之人/坂本真一作; 賴思宇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21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7121 (第 3 冊:平裝)

978-957-26-6941-9 ( 第 14 冊 : 平 裝 )
NT$2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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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玄關開始的出軌: 快遞員的性交毫
不留情!/ふぉんてぃん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247-7 (EPUB)
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. 2, White Out/
佐藤真登作; 譚志瑋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20-6 (EPUB)
殺死你的旅程/淺井西作; 陳律吟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78-4 (EPUB)
深夜中的庭園/塔夜綴作; 某批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16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07478 (平裝)
帶刺的安魂曲/鹿乃しうこ作; 流川
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17-7 (平裝)

陷於捆縛的不良少年/あずみつな原
作; 森世作畫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988-4 ( 平 裝 )
NT$140
甜美苦澀的情感/こん炉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4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74-7
(平裝) NT$150
清純女友,墮落。. 2/ぐれーともす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67-8
(EPUB)
清純女友,墮落。. 2/ぐれーともす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74-6 (PDF)
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!. 11/いみぎむ
る作; 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92-7 (EPUB)
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!. 12/いみぎむ
る作; 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93-4 (EPUB)
野神請你別哭泣/椋太郎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19-78-9 (EPUB)
異國日記. 4/山下知子作; 籃球丸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29-6 (EPUB)
盛開在籠中的陰之花. 3/羽野ちせ作;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07-4
(EPUB)
陰陽眼見子/泉朝樹作; 楊采儒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1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534-4 (第 4 冊:平裝)
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/夜神里奈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0696-9 (第 2 冊:平裝)
理想的男朋友/綾瀨羽美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626-00-0699-0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0700-3
(第 4 冊:平裝)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
的本子. 4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68-5 (EPUB)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
的本子. 4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73-9 (PDF)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本子. 1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70-8 (EPUB)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本子. 1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75-3 (PDF)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本子. 2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5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51-7 (平裝) NT$250
偶 像 大 師 百 萬 人 演 唱 會 !BACK
STAGE. 1/mizuki 作; 蘇奕軒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63-3 (EPUB)
偶 像 大 師 百 萬 人 演 唱 會 !Road to
stage/mizuki 作; 蘇奕軒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93-0 (EPUB)
密與徒花/直江犀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19-71-0 (EPUB)
寂寞難耐的抱枕/白松作; 黛西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152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07539 (平裝)
從 頭到腳愛 愛愛不 完 / 芳村かなみ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60-4 (EPUB)
啃噬指尖/赤星ジェイク作; 鍾明秀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64-7 (EPUB)
被藏匿我的黑道少主,從早到晚疼愛
著/sakuma haruk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31-2 (EPUB)
淫魔改造不舉男/晴川シンタ作; 平
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6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870-4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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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靈童子(愛藏版)/武井宏之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019-4 (第 11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70200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
978-957-26-7021-7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7022-4
(第 1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57-26-7023-1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7024-8
(第 16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57-26-7025-5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7026-2
(第 18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57-26-7027-9 ( 第 19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7028-6
(第 20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57-26-7029-3 (第 11 冊:平裝首刷附
錄版) 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7030-9 (第 12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7031-6
(第 13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190 .- ISBN 978-957-26-7032-3 (第 14 冊:
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190 .-- ISBN
978-957-26-7033-0 (第 15 冊:平裝首
刷附錄版) NT$190 .-- ISBN 978-95726-7034-7 (第 16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7035-4
(第 17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190 .- ISBN 978-957-26-7036-1 (第 18 冊:
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190 .-- ISBN
978-957-26-7037-8 (第 19 冊:平裝首
刷附錄版) NT$190 .-- ISBN 978-95726-7038-5 (第 20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190
超人上司是處男/仁井ちく作; 陳律
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298-9 (平裝)
給不滅的你/大今良時作; 林志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49-5
(第 15 冊:平裝) NT$100
尋因異聞錄.椿. 16/川下寛次作; 和靜
清寂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24-1
(EPUB)
給我上天堂!/みちのくアタミ作; 徐
柔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617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6962-4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10

給我作弊之力: 拿到爛作弊技能的召
喚勇者只想在異世界悠閒過活. 1/山
田モジ美作; 蔡曉天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109-8 (EPUB)
渣男與呆瓜: 玩咖級直男的本大爺,
跟男人打砲後的結果/ないとーまさ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94-9 (EPUB)
朝姊. 1/よしだもろへ作; 志野忍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19-1
(EPUB)
黃金神威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20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715-2 (第 22 冊:平裝)
黃金神威. 20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羽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862-3 (EPUB)
黃金神威. 20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羽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2-873-9 (PDF)
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 H
很有興趣/有馬紘一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5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49-4 ( 平 裝 )
NT$250
堤亞穆帝國物語: 從斷頭台開始,公
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(漫畫版)/杜乃
ミズ作; 張凱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21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20-0 (第 2 冊:平裝)
童貞絶滅列島. 1/川崎順平作; 林香
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41-8
(EPUB)
無限住人: 幕末之章. 2/滝川廉治作;
弁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66-4
(EPUB)
棒球人生賽 5th/蠢羊編繪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03-5
(平裝) NT$330
棒球人生賽 5th/蠢羊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908-0 (EPUB)

棒球人生賽 5th/蠢羊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910-3 (PDF)
棒 球 大 聯 盟 2nd. 19/ 満 田 拓 也 作 ;
yoshik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70-1
(EPUB)
貴族級惡魔紳士: 從接吻開始的服從
契約/老竹カク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93-2
(EPUB)
發情期?...的話、就讓高潮來解決:
正經八百學者的疼愛太過酥麻了/桜
槻るか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64-2 (EPUB)
貴族轉生: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
強力量/三木なずな原作; 華嶋ひす
い漫畫; 倚風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80-4 (第 1 冊:平裝)
替換人生. 4/オオイシヒロト作; 小
天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02-9
(EPUB)
喵喵可蘿姬總集篇/konomi 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1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60-9 (平裝)
NT$580
超越時間之影/H.P.洛夫克拉夫特作;
田邊剛畫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獨步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80-32-2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580-33-9
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580-34-6 (全套:平裝)

超解析!鬼滅之刃最終研究. 2, 最終
血戰解析錄/三才ブックス著; 廖婉
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27-5-1 (EPUB)
黑暗集會. 1/近藤憲一作; 李俊銘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34-0 (EPUB)
無意間變成狗,被喜歡的女生撿回家。
/古川五勢作; 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6991-4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
惡夢或是淫夢/山葵マグロ作; 巫白
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3684-3 (EPUB)
惡夢或是淫夢/山葵マグロ作; 巫白
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3712-3 (PDF)
絕對會變成 BL 的世界 VS 絕不想變
成 BL 的男人/紺吉作; 周芝羽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5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18-4 (第 1 冊:平裝)
單蠢女孩. 12/ヒロユキ作; 九十九夜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60-2 (EPUB)
喜歡你,不是因為你長得帥/安斎花凜
作; 趙秋 鳳譯 .-- 臺 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98-3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00
落入我的手心裡/世作; 風花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73-2 (EPUB)

超越時間之影. 1/H.P.洛夫克拉夫特
作; 田邊剛畫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27-8 (EPUB)

惹人疼的貓誰都想要/中見トモ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19-91-8 (EPUB)

超越時間之影. 2/H.P.洛夫克拉夫特
作; 田邊剛畫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28-5 (EPUB)

極上.巧克力男子/ゆうき莉子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19-72-7 (EPUB)

黑道在轉生之後變成森蘭丸了: 信長!
你這傢伙竟然想讓我做小姓嗎!/冬未
さと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19-81-9 (EPUB)

愛上年獸天菜: 年獸系列短篇漫畫集
/ 小 黑 豹 , 凜 玥 , 白 夜 BYA, 千 行 ,
Hibiki-響, 天然嫣, 蝶羽攸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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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561-0 (第 1 冊:平裝)
愛上漁夫: 野性的包容力 100％SEX/
宇野リッカ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248-4 (EPUB)
獅子藏匿的書屋. vol.1/小島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9-3-4
(EPUB)
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/冰川翔作; 十
兵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536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537-5 (第 2 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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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64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79-8 (第 3 冊:平裝)
裏世界遠足. 2/水野英多漫畫; 宮澤
伊織原作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21-3 (EPUB)
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/鳴見なる作;
蔡孟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527-6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4-528-3 (第 8 冊:平裝)
義呆利 World★Stars/日丸屋秀和作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18-7 (第 5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180
嫉妒染上狐狸的色彩/末広マチ作;
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6963-1 (平裝) NT$140
新妻君與新夫君 再戰一回/蔓沢つた
子作; 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27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65-5 (平裝) NT$160
新妻君與新夫君 再戰一回/蔓沢つた
子作; 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27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067-5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210
會長島耕作. 12/弘兼憲史作; 耘希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121-7 (EPUB)

會長島耕作. 12/弘兼憲史作; 耘希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132-3 (PDF)
過度保護我的青梅竹馬. 1/隈浪さえ
原作; 吾田なぐさ作畫; midori 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38-1 (EPUB)
催眠麥克風-Division Rap Battle-公式
導讀手冊/EVIL LINE RECORDS 編
輯; 尤靜 慧譯 .-- 臺 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11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6987-7 (平裝) NT$420
新婚生活行不行. 3/水瀬マユ作; 陳
秀玫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86-2
(EPUB)
敬啟者: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. 1/高
坂曇天作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89-7 (EPUB)
傾國的裁縫師蘿絲.柏汀. 1/磯見仁月
作; 潘琳 芸譯 .-- 臺 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92-3 (EPUB)
傷痕累累的心/有木映子作; 林玟伶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93-8
(平裝) NT$140
催淫課長/DYTM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5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3-59-3 (平裝) NT$210
罪惡與快感. 3/染谷ユウ作; 陳秀玫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53-1 (EPUB)
溺愛同居人的方法: 表哥要我用身體
來付房租!?/皐月文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19-89-5 (EPUB)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05-0
(EPUB)
新網球王子. 26/許斐剛作; 依文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14-2 (EPUB)
新網球王子. 27/許斐剛作; 依文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50-0 (EPUB)
電影版哆啦 A 夢: 大雄與新恐龍: 雙
胞胎小 Q 與小妙/藤子.F.不二雄, 藤
子プロ原作; ときわ藍漫畫; 黎維津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295-8 (平裝)
想熟睡在你懷裡/未散ソノオ作; 夜
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3690-4 (EPUB)
想熟睡在你懷裡/未散ソノオ作; 某
批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3723-9 (PDF)
隔壁的野獸是我學生!?: 一直 H 到早
上,是可以的吧?/つつらひの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19-74-1 (EPUB)
愛獸/吉永だらお作; LYT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176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0752-2
(平裝)
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. 7/アズマサワ
ヨシ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11-5 (EPUB)
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. 8/アズマサワ
ヨシ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12-2 (EPUB)

溺愛系變態君奪走了我的第一次/猫
戸ゆ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19-69-7 (EPUB)

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. 9/アズマサワ
ヨシ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13-9 (EPUB)

愛意滿溢讓我忍不住啦/やまち作;
朔小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5 .-- 24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12-2 (平裝)

僕人大人說的話要聽/おち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19-92-5 (EPUB)

達爾文遊戲. 17/FLIPFLOPs 作; 陳鈞
然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
盡全力反抗啊 爽朗王子的扭曲癖好/
音海ちさ作; 王薇婷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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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57-26-6970-9 ( 平 裝 )
NT$140
銀河英雄傳說/田中芳樹原作; 藤崎
竜漫畫; 沈嘉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7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93-4 (第 16 冊:平
裝)
銀河英雄傳說. 15/藤崎竜作; 沈嘉瑋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79-4 (EPUB)
綻放絢爛舞台!/春園ショウ作; 李芸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6977-8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6978-5
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130
漫畫科學生活百科/東方編輯小組企
畫.撰稿; 廖篤誠等漫畫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338-396-3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4560
鳴鳳莊的性奴隸 Diva/イトハナ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83-64-7 (EPUB)

暴食狂戰士: 唯有我突破了所謂「等
級」的概念/一色一凜原作; 滝乃大
祐漫畫; 陳柏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06-4 (第 1 冊:平裝)
廢柴謬思/アヒル森下作; midori 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69-2 (EPUB)
熟悉的兩人: 因為不起眼的初戀女友
喜歡 H 而在旅館瘋狂做愛做的事/ビ
フィダス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62-3 (EPUB)
熟悉的兩人: 因為不起眼的初戀女友
喜歡 H 而在旅館瘋狂做愛做的事/ビ
フィダス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80-7 (PDF)
賣國機關. 2/品佳直作; 黎維津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94-7 (EPUB)

學長,我不想成為你的炮友!: 但妳下
面濕了哦?/加鳥ユウキ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34-3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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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2709-1 (第 6 冊:平裝)
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/山本崇一朗
作; 泪紫音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6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2-707-7 (第 14 冊:平裝)
隨波逐流 H(物理)!: 不小心插入了被
泳池波浪漂來的女生。/レゥ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51-4 (EPUB)
貓咪按摩師. 1/久川はる作; 陳律吟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67-8 (EPUB)
機動戰士 MOON 鋼彈/虎哉孝征漫
畫; 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6 .-- 21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35-1 (第 4 冊:平裝)

鳴鳳莊的性奴隸 Diva/イトハナ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83-78-4 (PDF)

劇場版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:
序列爭戰. 5/IsII 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77-4
(EPUB)

與貓戀愛的方法/鳩屋タマ作;
AKIRA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6 .-- 15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874-2 (第 1 冊:平裝)

劇場版改編漫畫: 名偵探柯南: 零的
執行人. 1/青山剛昌作; 伶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121-0 (EPUB)

機 動 戰 士 鋼 彈 外 傳 THE BLUE
DESTINY/矢立肇, 富野由悠季原作;
たいち庸漫畫; 遠鄉欣二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533-7 (第 8 冊:平裝)

醉不可耐/加東鐵瓶作; midori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781 (平裝)

劇場版改編漫畫: 名偵探柯南: 零的
執行人. 2/青山剛昌作; 伶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090-9 (EPUB)

隨興旅: That's Journey. 1/石坂ケンタ
作; 黎維 津譯 .-- 臺 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65-4 (EPUB)

影宅/リウマトウ作; 陳鈞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09-5
(第 6 冊:平裝)

模擬後宮體驗. 3/齊藤祐作; yoshiki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27-2 (EPUB)

龍騎士的心愛之人. 1/蒼崎律漫畫;
織川あさぎ原作; 倚風沐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022-0 (EPUB)

影宅. 4/走馬燈作; 陳鈞然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166-1 (EPUB)
影宅. 5/ソウマトウ作; 陳鈞然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27-5 (EPUB)
鄰居的(疑似)小白臉極品到令人受
不了。/椎葉奈那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16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0692-1
(平裝)

魅魔同居生活. 8/笹森トモエ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2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58-6 (平
裝) NT$210
學生結婚進行曲/龍本みお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19-65-9 (EPUB)
親吻白雪姬/吉尾アキラ作; 蔡夢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60-0
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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膽小的沉思者/西原ケイタ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0746-1 (平裝)
總攻(自稱)的我怎麼可能會輕易被
上!/海野えび作; 呂郁青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192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277-4 (平
裝)
醜男真戰士/弘松涼原作; 上月ヲサ
ム漫畫; 陳鈞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青文, 11006 .-- 18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08-8 (第 3 冊:平裝)
隱密的性愛 inside sex/七ノ日作; 魏
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0754-6 (平裝)
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/紘千尋作; 陳
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0694-5 (第 2 冊:平裝)
雖然你說愛我入骨/Anmitsu 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29-9 (EPUB)
療傷遊戲 重新開始/日ノ原巡作; 蔡
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66-8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280
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
壞人大小姐. 8/山口悟作; ひだかな
み插畫; 霖之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53-4 (EPUB)
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
壞人大小姐: 走投無路!瀕臨毀滅篇.
1/nishi 作; 霖之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18-0 (EPUB)
鯊魚和小褲褲/八神千歲作; KIYO.D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0697-6 (第 1 冊:平裝)
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!教會餐飲改革
的悠閒修女生活!. 2/柚原テイル原作;
吉村旋漫畫; 何立心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52-7 (EPUB)
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!教會餐飲改革
的悠閒修女生活. 1/吉村旋作; 何立
心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00-5
(EPUB)
獸人編輯和女騎士漫畫家. 1/インド
僧原作; 佐藤貴文漫畫; 蘇聖翔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49-7 (EPUB)
蟻之帝國/文善やよひ作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6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65-1
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70

壞心眼循環/なつのうみ作; 田心宇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20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873-5 (平裝)

魔王經紀人. 第二部. 1/黑夏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96-5
(EPUB)

關於大叔教女●中生做壞壞的事情
這檔事. 1/久川はる作; 志野忍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84-8 (EPUB)

魔王經紀人. 第二部. 2/黑夏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97-2
(EPUB)

關於青梅竹馬是魔女這件事/縞安里
作; 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0744-7 (平裝)

魔物們不會自己打掃. 4/高野裕也作;
弁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55-5
(EPUB)

羅曼蒂克/西田東作; 籃球丸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43-2 (EPUB)

魔法禁書目錄外傳: 科學超電磁砲/
鎌池和馬原作; 冬川基漫畫; 遠鄉欣
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25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26-9 (第 16 冊:平裝)

麗莎難以入口的餐桌料理. 2/黑鄉滸
作; CHIKA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32-6 (EPUB)
繩與溺愛: 被綁縛,被舔舐,深陷入肌
膚,然後…/奈子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19-62-8 (EPUB)
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/缶乃作; 弁
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5306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531-3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4-532-0 (第 10 冊:平裝)
竇蓮魁/李季紋故事; Eli Lin 漫畫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木蘭文化, 11004 .-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068-6-8 (平裝) NT$350
魔女/五十嵐大介作; 黃鴻硯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235-942-6 (第 1 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235-943-3
(第 2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235-944-0 (全套:平裝)

櫻桃派是 A 罩杯/七々倉和香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2193-1
(EPUB)
櫻桃派是 A 罩杯/七々倉和香作; 某
批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3725-3 (PDF)
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: 從今天開
始的自由職人生活. 2/甘岸久弥作;
馮鈺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94-1 (EPUB)
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!: 被最強隊伍
放逐的廚師開設了冒險者餐廳/君川
優樹原作; つむみ漫畫; 梁勝哲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17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061 (第 2 冊:平裝)
歡迎來到妖怪世界/赤瓦裳留夢作;
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0749-2 (平裝)

魔女之旅/白石定規原作; 七緒一綺
漫畫; 李殷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7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297-2 (第 2 冊:平裝)

變身成黑辣妹之後就和死黨上床
了。. 1/織島ユポポ作; 富海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61-9 (EPUB)

魔女之旅. 1/七緒一綺作; 李殷廷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74-9 (EPUB)

戀雨 しぐれうい作品集/しぐれうい
作; 蒼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6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56-6 (平裝)

魔女的怪畫集. 8/晴智作; 李殷廷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63-0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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戀愛少女會做色情漫畫的夢. 1/吉北
ぽぷり作; 逝人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67-1 (EPUB)
戀 愛 與 國 會 . 1/ 西 炯 子 作 ; CHIKA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70-8 (EPUB)
讓我看看管理員先生色色的樣子?/
由 元 千 子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255-2 (EPUB)
靈異小偵探. 1, 蟾蜍的詛咒/阿毛漫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18-2 (EPUB)
靈異醬有口難言. 2/橋本カヱ原作;
本多創漫畫; M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50-3 (EPUB)
靈異醬有口難言. 3/本多創作; MON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28-9 (EPUB)

小說及雜文
14 歲與插畫家. 5/むらさきゆきや作;
蔡環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522-1 (EPUB)
2014 的男人運/海林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378-5 (EPUB)
2014 的桃花運/千風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380-8 (EPUB)
2014 的結婚運/米栩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381-5 (EPUB)
2014 的戀愛運/魚悠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379-2 (EPUB)
365 行之服務業/ami 亞海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41% 海 風 的 甜 度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24-2-1 (EPUB)
诡轶纪事. 壹, 清明断魂祭/Div, 星子,
龍雲, 笭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笭
菁工作室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3-92-1 (PDF)

悬空/奶口卡[作]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旭儒, 11007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27-8-4 (平裝)
A charm of magpies series 喜鵲迷情
/KJ Charles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94-275-6 (全套:平裝) NT$1050
Re: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. 21/長月
達平作; 黃盈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36-4 (EPUB)
Re: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短篇集. 6/
長月達平作; 許國煌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108-1 (EPUB)
TEST LOVE 同居試愛/MAME 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41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33811 (第 3 冊:平裝) NT$360
TEST LOVE 同居試愛. 番外/MAME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3382-8 (平裝) NT$260
TRPG 玩家在異世界打造最強角色:
獻給亨德森的福音. 1/Schuld 作; 林
其磊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54-8
(EPUB)
一不小心就和魔法師契約結婚了. 2/
三萩千夜著; 涂紋凰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3-3724-9 (PDF)
一流酒仙娘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86-0 (EPUB)
二心三意 PLUS/ami 亞海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41% 海 風 的 甜 度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24-1-4 (EPUB)
九流嗜賭娘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85-3 (EPUB)
七魔劍支配天下. 3/宇野朴人作; 李
文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87-3 (EPUB)
七魔劍支配天下. 4/宇野朴人作; 李
文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86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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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人修仙之仙界篇/忘語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361-2 (第 4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74-2 (第 4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75-9
(第 4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76-6 (第 4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377-3 (第 50 冊:平裝)
三寸人間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5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8-258-5 (第 59 冊:
平裝)
小不點賢者,從 Lv.1 開始在異世界奮
鬥!/彩戸ゆめ作; 陳幼雯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050-7 (第 3 冊:平裝)
大奉打更人/賣報小郎君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307-0 (第 2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08-7 (第 2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65-0
(第 3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89-6 (第 31 冊:平裝)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. 2/三嶋与夢作; 王啟華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111-1 (EPUB)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. 3/潮里潤作, 三嶋与夢原作; 王啟
華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12-1
(EPUB)
大俠等一等/神邦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42-9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43-6
(第 1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44-3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45-0
(第 16 冊:平裝) NT$190
亡國的征服者. 1/不手折家作; 夜原
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12-8
(EPUB)
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.
2/御宮ゆう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481-1 (EPUB)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299-8 (第 39 冊:平裝) .--

ISBN 978-986-528-300-1 (第 4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01-8 (第 4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02-5
(第 4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03-2 (第 4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304-9 ( 第 44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305-6 (第 45 冊:平
裝)
大醫凌然/志鳥村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309-4 (第 29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310-0 (第 3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11-7 (第 3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12-4
(第 3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13-1 (第 3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314-8 ( 第 34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366-7 (第 35 冊:平
裝)
太乙/霧外江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905-4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06-1
(第 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907-8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08-5
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
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: 對了,
就來賣國吧/鳥羽徹作; 劉仁倩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49-1 (第 3
冊:平裝)
不正常博物圖鑑/絕世貓痞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5-187-7 (下冊:平裝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505-186-0
(中冊:平裝) NT$380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. 3, 暗中活躍
的陰影/八ツ橋皓作; 黃品玟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85-5 (EPUB)
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/羊太
郎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056-9 (第 8 冊:平裝)
少年心理師/風念南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5-897-2 (第 9
冊:平裝) NT$240
少年陰陽師. 52, 悲鳴之泣/結城光流
著; 涂愫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
冠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3-3723-2 (PDF)

986-515-911-5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
NT$180

厄里斯的聖杯. 1/常磐くじら作; 賴
詠新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68-8
(EPUB)

天涯雙探. 1, 青衣奇盜/七名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46-3
(EPUB)

午夜天鵝/内田英治著; 緋華璃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395-4
(EPUB)

天涯雙探. 2, 暴雪荒村/七名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47-0
(EPUB)

午夜天鵝/内田英治著; 緋華璃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399-2
(PDF)
今昔百鬼拾遺: 天狗/京極夏彥著; 王
華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41-4 (EPUB)

玄門醫聖/魚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949-8 ( 第 52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50-4
(第 5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51-1 ( 第 54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52-8
(第 55 冊:平裝) NT$190

文城/余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4-948-5 (EPUB)

巨輪下的日月星辰/慕斯作 .-- 新竹
縣 : 范同學出版社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4-1-9 (PDF)

反派千金等級 99: 我是隱藏頭目但
不是魔王. 1/七夕さとり作; 王啟華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76-3 (EPUB)

年下男攻略/菲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禾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667-7 (EPUB)

天師列傳. 第一部, 回到唐朝. 1/斑蝥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387-7 (EPUB)
天師列傳. 第一部, 回到唐朝. 2/斑蝥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388-4 (EPUB)
天師列傳. 第一部, 回到唐朝. 3/斑蝥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389-1 (EPUB)
天師列傳. 第一部, 回到唐朝. 4/斑蝥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390-7 (EPUB)
天師列傳. 第一部, 回到唐朝. 5/斑蝥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391-4 (EPUB)
不敗武神/鐵鐘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909-2 ( 第 10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10-8
(第 1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144

年下男攻略/菲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禾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671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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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尖端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02-694-0 (全套:平裝)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5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8-257-8 (第 116 冊:
平裝)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6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8-322-3 (第 117 冊:
平裝)
自主跩女傭/雨絃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73-0 (EPUB)
再沒有如果/夏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靜宜大學臺文系, 11005 .-- 11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96-26 (平裝) NT$300
羊男的迷宮/吉勒摩.戴托羅, 柯奈莉
亞.馮克著; 呂玉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721-8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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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5/ざ
っぽん作; 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480-4 (EPUB)
成為真正的人/甘耀明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38-6 (EPUB)
百鬼夜行卷. 4, 火焚鬼/笭菁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0-0-2 (PDF)
在 惡魔先生 床上醒來 的那天 / 咪兔
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45-3
(第 1 冊:平裝)
吊煞叩門/醉琉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蓋亞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9-578-8 (EPUB)
百萬倍攻速/碎月流江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939-9 (第 19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405 (第 2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986-515-941-2 ( 第 21 冊 : 平 裝 )
NT$180
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. level.15, 堅
強而虛幻的新遊戲/十文字青作; 白
井鋭利插畫; 曾柏穎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39-8 (EPUB)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. 11/りゅうせ
んひろつぐ作; 李殷廷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81-7 (EPUB)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. 12/りゅうせ
んひろつぐ作; 李殷廷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19-0 (EPUB)
回憶修理工廠/石井朋彥著; 王蘊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25-6
(PDF)
全職公敵/石川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925-2 ( 第 16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26-9
(第 17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27-6 ( 第 18 冊 : 平 裝 )
NT$190

我才不是壞人大小姐,只是「普通」
的公爵千金!. 1/明。作; 劉仁倩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74-6 (EPUB)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294-3 (第 6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324-7 (第 6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53-7 (第 6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54-4
(第 6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55-1 (第 65 冊:平裝)
我的 HAPPY 日記/桐真作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058-3 (平裝)
我的女友是老師/鏡遊作; 陳柏伸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051-4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052-1 (第 6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我的天下. 18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49-5 (EPUB)
我的天下. 19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9-4 (EPUB)
我的天下. 20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5-6 (EPUB)
我的天下. 2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60-0 (EPUB)
我的天下. 2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42-6 (EPUB)
我的天下. 2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44-0 (EPUB)
我的天下. 2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6-3 (EPUB)
我的天下. 2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4-9 (EPUB)
我的天下. 2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0-1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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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天下. 27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48-8 (EPUB)
我的天下. 28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46-4 (EPUB)
我的天下. 29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2-5 (EPUB)
我的天下. 30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3-2 (EPUB)
我的天下. 3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43-3 (EPUB)
我的天下. 3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47-1 (EPUB)
我的天下. 3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8-7 (EPUB)
我的天下. 3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1-8 (EPUB)
我的天下. 3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45-7 (EPUB)
我的天下. 3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57-0 (EPUB)
妖怪紀元/平凡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36-8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37-5
(第 1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38-2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190
我的英雄不遲到/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68-4 (EPUB)
我的英雄不遲到/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69-1 (PDF)
我的總裁大人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66-0 (EPUB)
我的總裁大人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70-7 (PDF)

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,女兒
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
不辛苦. 3/大小判作; まろ插畫; 譚志
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48-0
(EPUB)
邪染蒼天/忌酒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886-6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887-3
(第 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888-0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889-7
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
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,該
如何表白我的愛?/手島史詞作; 吳苾
芬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4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046-0 (第 1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047-7 (第 12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我家卿卿/商璃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328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329-2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330-8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31-5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32-2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33-9 (第 6 冊:平裝)
你被遺忘在夏天裡/A.Z.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65-4-5 (EPUB)
別想打擾我學習/月流光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3258-6 (平
裝) NT$280
沉睡的森林/東野圭吾著; 葉韋利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44-5 (EPUB)
投機賊女傭/莫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75-4 (EPUB)
灶雞仔 Tsàu-ke-à: 台語短篇小說集/
陳正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01-941-6 (EPUB)
灶雞仔 Tsàu-ke-à: 台語短篇小說集/
陳正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01-942-3 (PDF)

妖孽王子的救國日常. 4, 為你獻上的
結局/草草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原創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65-3-8 (EPUB)
克蘇魯神話. I, 呼喚/霍華.菲力普.洛
夫克萊夫特著; 姚向輝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0-4-0 (PDF)
初三的六一兒童節. 番外集/蛇蠍點
點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004-0 ( 下 冊 : 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005-7 (下冊:
平裝首刷附錄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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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8-957-26-7003-3 (第 4 冊:平裝首刷
限定版)
花之姬綺譚/花鈴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5-956-6 (第 6
冊:平裝) NT$240
兩分銅幣(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)/江
戶川亂步作; 劉子倩譯; 陳余寬朗
讀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5 .-- 約
505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45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
來自星星的奇蹟/葛蘭蒂.范德拉
(Glendy Vanderah)著; 楊沐希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馬 可 孛 羅 文 化 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9-81-1 (EPUB)
怪咖少女事件簿. 13, 變調的生日派
對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26-2-8 (PDF)
怪咖少女事件簿. 1: 明星中學初體驗
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6-3-5
(PDF)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. 2/
二丸修一作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484-2 (EPUB)
表達愛情的方法/季堤作 .-- 初版 .-嘉義市 : 季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792-2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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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歉,我討厭我的孩子/四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65-1 (PDF)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306-3 (第 3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364-3 (第 3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383-4 (第 33 冊:平
裝)
重生之醫手遮天/肥尾蠍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933-7 (第 36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344 (第 3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986-515-935-1 ( 第 38 冊 : 平 裝 )
NT$180
前男友們都重生了/酒宅花丸君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四方行工作室,
11007 .-- 3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231-9-4 (平裝)
侯府世子掌心寵/我有旨酒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271-4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72-1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73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74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275-2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276-9 (第 6 冊:平裝)
侯府生存手冊/眉墨如畫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340-7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41-4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42-1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43-8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344-5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345-2 (第 6 冊:平裝)
為所欲為的前勇者再度轉生,開始強
大而愉快的第二輪遊戲/新木伸作;
王仁鴻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42-2 (第 6 冊:平裝)
律政女王三部曲/Aris 雅豊斯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6-054-5 (全套:平裝)
NT$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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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昼熊作; 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04-7 (EPUB)

338-4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339-1 (第 6 冊:平裝)

昴宿七星 0/田尾典丈作; ぶーた插畫;
御 門 幻 流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042-8 (EPUB)

神工/任怨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5-923-8 (第 66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986-515-924-5 (第 67 冊:平
裝) NT$190

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. 1. 上, 誘惑
亡靈/ナフセ作; 周庭旭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17-7 (EPUB)
柔瓷娃娃/卡兒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382-2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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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472-40-4 (EPUB)
穿越變蘿莉(新裝版)/白日幻夢作 .-二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5959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390
*俏僧女/蘇浣兒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69-3 (EPUB)
首輔前妻太難當/仟仟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283-7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84-4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85-1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86-8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87-5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288-2 (第 6 冊:平裝)
星際涅槃/羅霸道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15-3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16-0
(第 1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917-7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180
玻璃娃娃/卡兒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384-6 (EPUB)
珍瓏貴女/門中看月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334-6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335-3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36-0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37-7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娘子來一卦/風起霓裳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346-9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47-6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48-3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49-0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350-6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351-3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352-0 (第 7 冊:平裝)
烈火荒原/克里斯.漢默著; 黃彥霖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954-8 (EPUB)
烈火荒原/克里斯.漢默著; 黃彥霖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955-5 (PDF)
凌天聖尊/青燈孤影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890-3 ( 第 4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891-0
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892-7 (第 6 冊:平裝) NT$180
原世界第 1 的副角色育成日記: 廢人
玩家,異世界攻略中. 1/沢村治太郎作;
許國煌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71-8
(EPUB)
時代錯誤/Beck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499-6 (EPUB)
桃李不言/一盞夜燈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墨扉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304-1-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06304-2-8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6304-3-5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304-4-2 (全套:
平裝) NT$880
倪法醫回憶錄/ami 亞海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41%海風的甜度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4-3-8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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埋香恨/樸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聯合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23-383-1 (PDF)
娘娘又有了/易南葵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277-6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78-3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79-0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80-6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281-3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282-0 (第 6 冊:平裝)
冥婚: 34 弄/呂明輝著 .-- 第 1 版 .-桃園市 : 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29-0-2 (EPUB)
高陽作品集.紅樓夢斷系列/高陽著 .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57-08-5796-2 (全套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08-5803-7 (全
套:精裝)
高陽作品集.紅樓夢斷系列(新校版):
<<秣陵春>>、<<茂陵秋>>、<<五陵
遊>>、<<延陵劍>>典藏套組/高陽
作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26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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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20-7 (EPUB)
紙鳶娃娃/卡兒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383-9 (EPUB)
倒數 10 分又 38 秒/艾莉芙.夏法克
(Elif Shafak)著; 謝佩妏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4-4-7
(EPUB)
琉璃女/夢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370-9 (EPUB)
烏鴉六人組/莉.巴度格(Leigh Bardugo)
著; 林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9-573-3 (EPUB)
烏 鴉 六 人 組 . 上 / 莉 . 巴 度 格 (Leigh
Bardugo)著; 林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蓋亞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9-571-9 (EPUB)

烏 鴉 六 人 組 . 下 / 莉 . 巴 度 格 (Leigh
Bardugo)著; 林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蓋亞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9-572-6 (EPUB)
馬踏天下/槍手一號著 .-- 臺北市 : 風
雲時代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89-53-0 (全套:平裝) NT$3240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298-1 ( 第 37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325-4 (第 3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62-9 (第 3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63-6
(第 40 冊:平裝)
破壞楣女傭/夢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76-1 (EPUB)

都市至尊戰神/驚蟄落月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920-7 (第 13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214 (第 1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986-515-922-1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180
異世界國家阿爾奇美拉: 最弱之王與
無雙大軍. 1/蒼乃曉作; 某 Y 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157-9 (EPUB)
異世界魔物培育家: 帶著外掛悠哉養
成中/柑橘ゆすら作; 吳苾芬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48-4 (第 5
冊:平裝)

第 2 名的逆襲: WBL2/羽宸寰作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28-6 (EPUB)

深夜古董店. 2, 鍊金師的祕密/吉羽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71-0 (EPUB)

第 2 名的逆襲: WBL2/羽宸寰作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39-2 (PDF)

莓的朋友那些事情/慕斯作 .-- 新竹
縣 : 范同學出版社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4-0-2 (EPUB)

殺人前的 23 分鐘. 上/穹魚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63-7 (PDF)

異界大祭司/火槍手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289-9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90-5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91-2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92-9
(第 4 冊:平裝)

殺人前的 23 分鐘. 下/穹魚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64-4 (PDF)
被已經不需要育成技能的勇者隊伍
辭退,便試著把代替退休金拿到的領
土變強. 1/黒おーじ作; 倚風沐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99-2 (EPUB)
偷天修羅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946-7 ( 第 22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47-4
(第 2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48-1 ( 第 24 冊 : 平 裝 )
NT$190
國中理化課. 4/小平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62-4 (EPUB)
國民老公帶回家/葉非夜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931-3 (第 5 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515-932-0
(第 6 冊:平裝) NT$250

婦科男醫. 1/蕭九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41-9 (EPUB)
婦科男醫. 2/蕭九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4-40-2 (EPUB)
梅洛琳作品集. 3, 生命之章/梅洛琳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嗨森數位文創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05-54-1 (EPUB)
逢鬼/季堤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季
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96-0 (EPUB)
帶著外掛轉生為公會櫃台小姐/夏に
コタツ作; 簡廷而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053-8 (第 7 冊:平裝)
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。/冬原
パトラ作; 吳苾芬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148

7043-9 (第 2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57-26-7044-6 (第 23 冊:平裝首刷限
定版)
悠然種田忙/佬妖精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信昌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53-21-9 ( 第 1 卷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27-1
(第 7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0753-26-4 ( 第 6 卷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25-7
(第 5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0753-24-0 ( 第 4 卷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23-3
(第 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0753-22-6 ( 第 2 卷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28-8
(全套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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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79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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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05-4
(EPUB)
黑心騎士團的奴隸被善心冒險者公
會挖角後升上 S 級/寺王作; 黃健育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059-0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060-6 (第 1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絕世神醫/油炸花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12-2 ( 第 25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13-9
(第 2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914-6 ( 第 27 冊 : 平 裝 )
NT$180
無名之歷/阿米娜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41-3 (PDF)
開局成了二世祖/小明太難了作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893-4 (第 22
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515-894-1 (第 23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986-515-895-8 (第 24 冊:平
裝) NT$180

黃門女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368-6 (EPUB)
紫金寺夜话/云吞娘娘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墨扉, 11005 .-- 224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04-6-6 (精裝)
NT$300
紫金寺夜話/雲吞娘娘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墨扉, 11005 .-- 25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04-5-9 (精裝)
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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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31-5
(EPUB)
堤亞穆帝國物語 : 從斷頭台開始,公
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. 2/餅月望作;
Gilse 插畫; 張凱鈞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55-8 (EPUB)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368-1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397-1 (第 6 冊:平裝)
無限血核/蠱真人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192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5-896-5 (第 10
冊:平裝) NT$180
無限的 i. 上/知念實希人著; 林佩玟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30-0
(PDF)
無限的 i. 下/知念實希人著; 林佩玟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31-7
(PDF)
超級怪獸工廠/匣中藏劍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356-8 (第 5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57-5 (第 56
冊:平裝)
最強的魔導士,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
為鄉下的衛兵. 2/えぞぎんぎつね作;
TEDDY 插畫; 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41-1 (EPUB)
貴族轉生: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
強力量. 1/三木なずな作; 倚風沐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097-8 (EPUB)
最強贅婿/沉默的糕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953-5 (第 41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542 (第 4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986-515-955-9 ( 第 43 冊 : 平 裝 )
NT$180
善惡魔法學院. 貳部曲/蘇曼.查納尼
(Soman Chainani)著; 潘美岑, 王娟娟,
蔡心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480-14-1 (全套:平裝) NT$1430
善惡魔法學院全集/蘇曼.查納尼
(Soman Chainani)著; 潘美岑, 王娟娟,
蔡心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480-15-8 (全套:平裝) NT$2578
黑暗地下桌遊大賽/天航(KIM)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77-1
(EPUB)
提督的醜妻/林淮玉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372-3 (EPUB)
無夢系列/夜非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57-3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515-958-0
(第 4 冊:平裝) NT$250
畫嬌娘/花日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信昌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43-19-7 (第 1 卷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86-0743-24-1 (第 6 卷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43-23-4
(第 5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0743-22-7 ( 第 4 卷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43-21-0
(第 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0743-20-3 ( 第 2 卷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43-25-8
(全套:平裝)
傀儡妖/妲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墨扉, 110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04-0-4 ( 平 裝 )
NT$330
馭鮫記. 1/九鷺非香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490-3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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馭鮫記. 2/九鷺非香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491-0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64-8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0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2-3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1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4-7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2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3-0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3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8-4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4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7-8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5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2-2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6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8-5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7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5-4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8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6-1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19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6-0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2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1-6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20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9-2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21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3-9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22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7-7 (EPUB)

惡魔養殖者. 23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4-6 (EPUB)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59-9
(第 6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60-5 (第 70 冊:平裝)

惡魔養殖者. 24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5-3 (EPUB)

詭計/哈康.納塞(Håkan Nesser)著; 葉
百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30-8 (EPUB)

惡魔養殖者. 25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1-5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26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80-8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3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70-9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4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69-3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5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66-2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6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63-1 (EPUB)
惡魔養殖者. 7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65-5 (EPUB)

新約 魔法禁書目錄. 22/鎌池和馬作;
Seek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95-8 (EPUB)
零度分離/伊格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4-956-0 (EPUB)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295-0 (第 4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96-7 (第 4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97-4
(第 5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78-0 (第 5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379-7 ( 第 52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380-3 (第 5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81-0 (第 5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82-7
(第 55 冊:平裝)

惡魔養殖者. 8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68-6 (EPUB)

*詩情墨意: 草屯登瀛詩社詩、書、
曲、畫成果專輯. 二 0 二一/許賽妍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草屯登瀛書
院管委會, 11005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3673-5-6 (平裝)

惡魔養殖者. 9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04-67-9 (EPUB)

落第騎士英雄譚. 17/海空陸著; 堤風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856-8 (EPUB)

弒子村/木原音瀨著; 徐欣怡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35-3
(EPUB)

落第騎士英雄譚. 17/海空陸著; 堤風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857-5 (PDF)

裏世界遠足. 3, 山妖氣/宮澤伊織作;
御 門 幻 流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79-1 (EPUB)
葉有慧/張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559-3 (EPUB)
道君/躍千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293-6 ( 第 66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323-0 (第 6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58-2 (第 68

萬華仙道/小龍捲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28-3 ( 第 16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29-0
(第 1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930-6 ( 第 18 冊 : 平 裝 )
NT$180
跨越銀河鐵道的夜晚: 月與萊卡與吸
血公主. 星町篇/牧野圭祐作; 劉仁倩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23-7 (EPUB)
愛 瑪 ( 經 典 插 圖 版 )/ 珍 . 奧斯 汀 (Jane
Austen)著; 林劭貞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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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好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78-542-4 (EPUB)
聖劍學院的魔劍使/志瑞祐作; 何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4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6983-9
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榆 樹 下 的 骷 髏 / 塔 娜 . 法 蘭 琪 (Tana
French)著; 穆卓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臉譜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5-938-9 (EPUB)
新寶島/黃崇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山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89-8-1 (EPUB)
新寶島/黃崇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山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89-9-8 (PDF)
落櫻繽紛/宮部美幸著; 高詹燦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23-0
(EPUB)
塵之書三部曲. II, 祕密聯邦/菲力普.
普曼(Philip Pullman)作; 王翎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58-4 (PDF)
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
過去成了傳說。. 3/えぞぎんぎつね
作; 陳柏 安譯 .-- 臺 北市 : 青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158-6 (EPUB)
蓋世雙諧/三天兩覺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898-9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899-6
(第 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900-9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01-6
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
銀河滅/洪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蓋亞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9-570-2 (EPUB)
熊熊勇闖異世界. 14/くまなの作; 王
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488-0 (EPUB)
實驗禍女傭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74-7 (EPUB)
廢土走私商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316-2 (第 17 冊:平裝) .--

ISBN 978-986-528-327-8 (第 1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91-9 (第 19
冊:平裝)

龍使. 6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94-5 (EPUB)

諸天萬界/快餐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267-7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268-4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69-1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270-7
(第 4 冊:平裝)

龍使. 7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95-2 (EPUB)

豬肝記得煮熟再吃. 1/逆井卓馬作;
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16-0 (EPUB)
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/裕夢作;
蕪村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054-5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055-2
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賭博師從不祈禱. 5/周藤蓮作; 蔚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06-1 (EPUB)
龍使. 1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89-1 (EPUB)
龍使. 10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98-3 (EPUB)
龍使. 11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4-99-0 (EPUB)
龍使. 12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00-0 (EPUB)
龍使. 2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90-7 (EPUB)
龍使. 3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91-4 (EPUB)
龍使. 4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92-1 (EPUB)
龍使. 5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93-8 (EPUB)

龍使. 8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96-9 (EPUB)
龍使. 9/閒來無事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97-6 (EPUB)
戰神: 官方小說/J.M.Barlog 作; 林叡
斌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126-5
(EPUB)
機械狂潮/半步滄桑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315-5 (第 2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326-1 (第 2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67-4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90-2
(第 24 冊:平裝)
臨淵行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317-9 ( 第 16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318-6 (第 1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19-3 (第 1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20-9
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21-6 (第 2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392-6 ( 第 21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393-3 (第 2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94-0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95-7
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96-4 (第 25 冊:平裝)
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. 8/岬作; 簡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22-5
(PDF)
離/潘國靈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13-6 (EPUB)
離/潘國靈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20-4 (PDF)
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. 1/
鴉びえろ作; 林其磊譯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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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098-5 (EPUB)
醫院坡上吊之家/橫溝正史著; 高詹
燦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36-0 (EPUB)
醫院坡上吊之家. 上/橫溝正史著; 高
詹燦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25-4 (EPUB)
醫院坡上吊之家. 下/橫溝正史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26-1
(EPUB)
醫統江山/石章魚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
時代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89-95-0 (全套:平裝) NT$10260
魍魎之匣. 上/京極夏彥作; 林哲逸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42-1 (EPUB)
魍魎之匣. 下/京極夏彥作; 林哲逸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0-43-8 (EPUB)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. 17/愛
七ひろ作; 九十九夜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07-8 (EPUB)
關於能看見好感度後,發現女主角的
數值已達滿分這件事/小牧亮介作;
林憲權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061-3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062-0
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鏡花緣: 清代四大才學小說之首/李
汝珍, 杜起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立村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00-32-4 (EPUB)
懸案密碼. 8: 第 2117 號受難者/猶希.
阿德勒.歐爾森(Jussi Adler-Olsen)著;
廖素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
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50-3-3 (EPUB)
魔女之旅. 12/白石定規作; 李殷廷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025-1 (EPUB)
魔王築城記!. 5 , 最強迷宮是近代都
市/月夜涙作; 張凱鈞譯 .-- 臺北市 :
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176-0 (EPUB)
魔王學園的背叛者: 人類最初的魔王
候補,和少女眷屬一同向王座發起衝
擊/本田セカイ作; 偽善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057-6 (第 2 冊:平裝)
魔戒三部曲合輯(魔戒現身+雙城奇
謀 + 王 者 再 臨 )/J.R.R. 托 爾 金 (J.R.R.
Tolkien)作; 朱學恆譯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25-9 (EPUB)
蘭陵女/林淮玉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371-6 (EPUB)
魔道御書房: 科/幻作品閱讀筆記/洪
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19-569-6 (EPUB)
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: 從今天開
始的自由職人生活. 2/甘岸久弥作;
馮鈺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482-8 (EPUB)
歡迎來到難攻不落的魔王城: 認定不
需負面狀態而被踢出勇者隊伍的黑
魔導士,被魔王軍招攬為最高幹部. 1/
御鷹穂積作; 劉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119-7 (EPUB)

怪咖少女事件簿. 2: 失控的萬聖節派
對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26-4-2 (PDF)
怪咖少女事件簿. 3: 超級星光大道
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6-5-9
(PDF)
怪咖少女事件簿. 4: 搶救情人大作戰
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6-6-6
(PDF)
怪咖少女事件簿. 5: 專欄作家奮鬥記
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6-7-3
(PDF)
怪咖少女事件簿. 6: 追愛少女向前衝
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6-8-0
(PDF)

其他

聽雪譜. 4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4-61-7 (EPUB)

100 天 後 會 死 的 鱷 魚 / 菊 池 祐 纪
(Kikuchi Yuuki )著; 呂盈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42-5
(EPUB)

非死即傷的惡靈實錄/希拉紫(Shiela
Z)作 .-- 初 版 .-- 臺北 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03-4 (EPUB)

101 句公式打通英文口說力/黃雅琦
(曼蒂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新科
技, 11005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620-64-3 (精裝) NT$480

群 魔 亂 舞 的 靈 異 事 件 簿 /Budd
Hopkins 著; 劉偉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7-04-1 (EPUB)

1291 阿卡圍城戰: 十字軍保衛聖地
的 最 後 一 戰 / 羅 傑 . 克 勞 利 (Roger
Crowley)著; 鄭煥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9-89-7 (EPUB)

魍魎之匣/京極夏彥作; 林哲逸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37-7
(EPUB)
再死一次/泰絲. 格里森著; 尤傳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338-3 (EPUB)

2021 台灣現況: 反焚復燃/謝和霖等
著; 羅允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看守台灣研究中心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3790-4-5 (PDF)
NT$250
20 道視覺化難題: 提案、簡報、圖
表、讓數據說話、35 個案例現學現
套用,將訊息植入對方心智,讓大家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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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你的!/劉奕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樂園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060-8-1 (PDF)
22 種人生 x22 種啟示/國文科編輯小
組編 .-- 臺南市 : 漢華文教, 11004 .-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3101-7 (平裝) NT$140
24H 越南漫旅/若宮早希作; 沈俊傑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1-487-3 (EPUB)
35 線上賞屋的買房實戰課: 房價走
勢 x 看屋心法 x 議價重點,43 個購屋
技巧大公開!/Ted(35 線上賞屋)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21-1 (PDF)
35 線上賞屋的買房實戰課: 房價走
勢 x 看屋心法 x 議價重點,43 個購屋
技巧大公開!(圖解)/Ted(35 線上賞屋)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10-5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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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8-978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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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8-985-7 (PDF)
5 Elements music training. Level 2(Op
12)/[by] Matthew Koumis .-- 臺北市 :
河流音樂圖書, 11004 .-- 5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2-0-4 (平裝)
5 Elements piano training. Level 2(Op
11)/[by] Matthew Koumis .-- 臺北市 :
河流音樂圖書, 11004 .-- 5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3197-9-9 (平裝)
6 小時從零到一: 高科技創業入門教
師手冊/蔡仁松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
清大出版社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6116-91-9 (PDF)
<< 西 敏 信 條 >> 研 讀 本 / 泰 瑞 . 詹 森
(Terry L. Johnson)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迦南翻譯出版社, 11004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91-26 (平裝) NT$450

<<威斯敏斯特信条>>研读本/泰瑞.
约翰逊(Terry L. Johnson)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迦南翻譯出版社, 11004 .-35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391-3-3 (平裝) NT$450
<<辯中邊論>>疏文斷句 /王穆提編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菩薩藏佛教學
會籌備處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2-13-7 (EPUB)
A perfect day for people living with
dementia: what dementia friendly
environmental design can do?/author
Richard Fleming, Shwu-Feng Tsay;
illustrated by Island Animation .-- 1st
ed. .-- 臺中市 : 小島動畫, 11005 .-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22-2-3 (精裝) NT$690
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6-59-6 (PDF)
Android 十 全 大 補 : 從 Kotlin 、
MVVM 到測試的全方面介紹/林俊廷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761-2 (PDF)
Android 十 全 大 補 : 從 Kotlin 、
MVVM 到測試的全方面介紹/林俊廷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773-5 (EPUB)
BLW 副食品聖經: 一次搞懂年輕媽
媽的副食品新趨勢/原味太太作 .-- 1
版 .-- 桃園市 : 原味太太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438-0-0
(EPUB)

*A survey of << Violin Concerto in D
major,Op.61
>>
by
L.V.Beethoven/Richard Lin 作 .-- 臺北
市 : 東和樂器, 11004 .-- 5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528-3-4 (精裝)

*C 21: English for the 21st
century(student book). level 4/by Jake
Hughes, Fiona Scott-Barrett .-- 臺北市 :
敦煌, 11004 .-- 15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57-606-927-7 (平裝)

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
ークリエイティブラーニングを目
指す AI と日本語教育論文予稿集.
2021 年/曾秋桂編集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淡大日文系, 11004 .-- 1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-84-9
(平裝) NT$300

Canon Speedlite 閃燈終極玩家指南
/Syl Arena 作; 林義傑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17-6 (PDF)

AI 分析告訴你: 前 5％菁英的做事習
慣/越川慎司著; 劉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42-15-2 (EPUB)
AI 分析告訴你: 前 5％菁英的做事習
慣/越川慎司著; 劉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42-16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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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楊易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22-7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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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6-58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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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.P. 2, 兼愛/何曼莊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885-5-4 (PDF)
English@work/author Seraphim William
Davidson, Tanya Lin, Curtis Starkey,
Kelsi Wright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
教, 11004 .-- 1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5-34-0 (平裝)
Excel VBA 超效率工作術: 無痛學習
VBA 程式&即學即用!200 個活用範
例集讓你輕鬆上手/楊玉文, 陳智揚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768-1 (PDF)
Excel VBA 超效率工作術: 無痛學習
VBA 程式&即學即用!200 個活用範
例集讓你輕鬆上手(第二版)/楊玉文,
陳智揚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774-2 (EPUB)
Explore journalism/曾貴祺著 .-- 1 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1004 .-- 2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57-5
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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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host 15 全面啟動: 備份、一鍵還原、
萬用裝機天碟製作秘技大公開/蔡忠
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07-7 (PDF)
Go kiwi phonics. book 1/written by Beth
Lin, Shirley Yee, Alisha Lee .-- 新北市 :
奇異鳥實業, 11005 .-- 7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1-2-1 (平裝)
Harbor: 思維流載,設計匯泊/ .-- 臺北
市 :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, 11005 .-5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29407-5 (精裝)
Here We Go. 基礎養成篇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44-7 (第 1
冊:平裝)
Here We Go. 發音養成篇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43-0 (第 1
冊:平裝)
Here We Go. 進階養成篇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0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742-3 (第 1
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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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5519-49-0 (PDF)
Joy in solitude: the retreat journals of Fr.
Jerry Martinson,S.J./edited by Barry
Martinson .-- 新 竹 縣 : Tau Books,
11004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070-2-2 (平裝)
LE VISAGE: 歲月.容顏粉彩創作/鄒
佳哲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鄒佳哲,
11005 .-- 8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15-8 (平裝) NT$1000
Level Up: 英文閱讀與寫作= Level up:
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practice/陳
豫弘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
崙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1-556-4 (平裝)
macOS 研究室: Big Sur 解析教學/蘋
果梗, Herny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62-9 (PDF)

macOS 研究室: Big Sur 解析教學/蘋
果梗, Henry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75-9 (EPUB)
Meta 分析實作: 使用 Excel 與 CMA
程式/張紹勳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85-5 (PDF)
Microsoft OneNote 2010: 用實例學最
強的情報整理術/楊玉文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797-1 (PDF)
Minitab 與統計分析/陳正昌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19-7 (PDF)
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.
part III: peripheral nerves/editor TyngGuey Wang, Wen-Shiang Chen .-- 臺北
市 : 力大圖書, 11004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7364-93-7 (精裝)
Power BI 實作大數據篩選分析與商
業圖表設計/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4-760-5 (EPUB)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61-0
(EPUB)
Servlet & JSP 教學手冊/林信良作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08-4
(PDF)

in China(1947-1951)= 曇花一現: 天主
教教務協進委員會與中國文化傳教
事 業 (1947-1951)/Bibiana Yee-ying
Wong(黃懿縈)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利
氏學社, 11004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29848-7-1 (精裝)

Seventeen plus magazine. vol.2, 在動盪
不安的時代,你找到熱愛了嗎?/古韻
琳, 黃懌昀作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 : 古
韻琳, 11007 .-- 55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54-7 ( 平 裝 )
NT$250

The Taiwan anthology of the global
HAIKU and TANKA (English version.
Vol.1)/Chiau-Shin NGO( 吳 昭 新 ) 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吳昭新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818-9 (PDF)

SPSS 操作與應用: 多變量分析實務/
吳明隆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688-6 (PDF)

TheGrimoireofUsami 秘封俱樂部異界
攝影記錄/ZUN 作; 霖之助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088-6 (EPUB)

Step into target reading: smart ways to
build comprehension. 2(寂天雲隨身聽
APP 版 )/Zachary Fillingham, Owain
Mckimm, Shara Dupuis, Richard Luhrs
著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
11005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15-5 (16K 平裝)

Tree house(homework book). 8/writer
Duane E. Jones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5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60-0 (平裝)

Power BI 實作大數據篩選分析與商
業圖表設計/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4-763-6 (PDF)

STS 的緣起與多重建構: 橫看近代科
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/傅大為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0-451-1 (PDF)

Python: 股票演算法交易實務 147 個
關鍵技巧詳解/酆士昌, 劉承彥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72-8
(PDF)

Sunny 老師十個步驟帶您學會指尖
粉彩/吳素莉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7-5-1
(PDF)

Python: 股票演算法交易實務 147 個
關鍵技巧詳解/酆士昌, 劉承彥著 .-第 二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博 碩 文 化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776-6 (EPUB)

*The enlightenment of Baroque and
classical vocal music/Seung Jin,Choi
作 .-- 臺北市 : 東和樂器, 11004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528-4-1 (平裝)

Reading house. Level 1: goldilocks and
the three bears/retold by Catherine
Eisele, Beat Eisele, Dina Sun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05 .-- 4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28-4
(精裝) .-- ISBN 978-957-606-929-1 (精
裝附光碟片)

The fountain of healing/[by]Ted Sun .-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天圓文化, 11004 .- 5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49-0-6 (平裝)

Rea 手繪食譜: 88 道料理,是便當也
是桌菜!: 食材好買、調味料現成、
做法簡單,一看就上手!/賴佳芬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4 .--

The invisible man(寂天雲隨身聽 APP
版)/Herbert George Wells 原著; Louise
Benette, David Hwang 改 寫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5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016-2 (25K 平裝)
The short-lived Catholic Central Bureau:
National Catalyst for cultural apostolat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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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ee house(textbook). 8/writers Kyle J.
Olsen, Duane E. Jones, Eric Yang,
Sandy Hu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
嘉仁, 11005 .-- 10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6-61-7 (平裝)
Tree house(workbook). 8/writers Duane
E. Jones, Eric Yang, Sandy Huen .-- 1st
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5 .-- 64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6-624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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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28-0-2 (PDF)
V.K 克鋼琴曲集. 初階. Vol.1= V.K
elementary piano collection. Vol.1/V.K
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巨人音樂,
11006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0434-7-2 (平裝)
Wireshark 實戰演練與網路封包分析
寶典/陳雲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65-0 (PDF)
Wireshark 實戰演練與網路封包分析
寶典/陳雲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77-3 (EPUB)
Wonderful story world/author R.
Tamminga .-- 臺中市 : NunoFelt Studio,
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77-100 (第 1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986-5577-11-7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5577-12-4
(第 3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986-5577-13-1 (第 4 冊:平裝) NT$350
Workplace English: a hands-on course
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/author
LiveABC editors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公司, 11004 .-- 20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55-7 (第 1
冊:平裝)
Your Man: 俊 junwu185 寫真書/俊作;
藍陳福堂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68-9 (平裝)
Лучше и больше= 更多
更 好 : 現 代 俄 文 詩 集 /Антон
Лу(呂元富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呂元富, 11006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31-8 ( 平 裝 )
NT$300
「管理思維與實務」暨「應用科學」
研 討 會 . 2021= 2021 Conference on
Management Thinking and Practice &
Applied Science/王榮基, 李世珍, 李佑
婷, 林家樹, 翁振益, 陳志賢, 陳純德,
陳淼勝, 鄧少華, 羅智耀編輯委員 .-臺中郵 : 亞博, 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266-3-1 (平裝)
一人份的熱鬧/尹維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97-7 (EPUB)
一人份的熱鬧/尹維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00-4 (PDF)
一天 3 分鐘,擺脫憂鬱!: 10000 人實
踐的教練式領導法,改善當下的焦慮
與不安/川本義巳著; 伊之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248-980-2
(EPUB)
一天 3 分鐘,擺脫憂鬱!: 10000 人實
踐的教練式領導法,改善當下的焦慮
與不安/川本義巳著; 伊之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8-987-1 (PDF)
一生三世: 格爾登仁波切回憶錄/李
江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雪域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341-9-3 (PDF)

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: 海明威短篇傑
作選/海明威作; 陳夏民譯; 張心哲朗
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4 .-- 約
260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497-66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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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臺北市芳和實驗中
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24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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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766-7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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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778-0 (EPUB)
十方一念: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
系 畢 業 設 計 專 刊 . 2021 年 度 = Fo
Gu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
Product and Media Design Graduate
Exhibition 2021 Collection/ .-- 初版 .-宜蘭縣 :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
系, 11005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629-7-0 (平裝)
十年計畫賺一億/羅守至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王子綾, 11004 .-- 10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530 (平裝) NT$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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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3-25-9 (EPUB)
人類憑什麼: 覓食者、農民、與化石
燃料: 人類價值觀演進史/伊安.摩里
士(Ian Morris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13-0-0 (PDF)
人類憑什麼: 覓食者、農民、與化石
燃料: 人類價值觀演進史/伊安.摩里
士(Ian Morris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13-1-7 (EPUB)
大人,小的冤枉!: 勒死皇帝?科舉賄賂?
通姦殺夫?解密明清十一大奇案!/陳
深名, 岳展騫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649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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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力日本史/本鄉和人著; 劉愛夌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01-2-1 (PDF)
下山事件: 最後的證言/柴田哲孝著;
李雨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凌宇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658-4-2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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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16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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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24-9 (PDF)
女生最愛看的愛情心理遊戲(彩色
版)/姚會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拓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11-140-4 (PDF)
大光/余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
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4-84-5 (EPUB)
大光/余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
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4-85-2 (PDF)
工地人生/王雙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67-2 (EPUB)
三明治便當: 73 種經典口味,輕鬆上
桌!/若山曜子作; 陳凱筠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85-9 (EPUB)
大東亞寫真年報(2603 年版)= Japan
photo almanao/朱家煌監修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蒼璧, 11005 .-- 2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7-6-5 (平裝)
NT$580
上班真煩傳之菜鳥上枝頭: 120 秒變
身術/蔡嫦琪, 金亞笙作; 蔡政庭朗
讀 .-- 新北市 : 磐石文誌, 11004 .-- 約
175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9371-4-7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199
也許你該跟未來學家談談/布萊恩.大
衛.強森(Brian David Johnson); 葉妍伶
譯 .-- 臺北市 : 先覺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4-383-9 (EPUB)
三等車票/希瑟.伍德(Heather Wood)
著; 黃芳田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馬

可孛羅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9-88-0 (EPUB)

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8-982-6 (EPUB)

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. 2021=
The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 of
Engineering Technology/ 臺 北 城 市 科
技大學工程學院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高立, 11004 .-- 370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283-4 (平裝)

日文段落論: 提升閱讀寫作技巧/石
黑圭著; 吳羽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8-989-5 (PDF)

大富宮誌/徐玉芬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
臺中市潭子區大富媽祖信仰發展協
會, 11005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17-0-6 (精裝) NT$1200

今日旅行中: 短今 Sammie 寫真書/短
今作; 藍陳福堂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5 .-- 1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62-7 (平裝)

小對話/伊森.克洛斯(Ethan Kross)著;
胡宗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
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8-674-4 (PDF)

今天開始,陪孩子打電玩: 認知 X 社
交 X 創造 X 情緒調節,用電動遊戲
激發四大能力,玩出無限人生!/葉壯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0-497-7 (EPUB)

不一樣的中國史.
商業驅動的時代:
初版 .-- 臺北市 :
公 分 .-- ISBN
(EPUB)

10: 從士人到商幫,
元、明/楊照著 .-遠流, 11005 .-- 面;
978-957-32-9104-6

日本昭和時代老照片/J.瓦利.希金斯
(J. Wally Higgins)著; 歐兆苓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098-3
(EPUB)

不一樣的中國史. 9: 從黨爭到鐵騎,
征服王朝的時代: 宋、遼、金/楊照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03-9
(EPUB)

日本昭和時代老照片/J.瓦利.希金斯
(J. Wally Higgins)著; 歐兆苓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099-0 (PDF)

天才的人間力,鈴木一朗: 51 則超越
野球的人生智慧/張尤金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64-4-5 (EPUB)
天才的人間力,鈴木一朗: 51 則超越
野球的人生智慧/張尤金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64-5-2 (PDF)
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/林東瑨
編校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 : 逸群圖書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8580-336 (卷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957-8580-34-3 (卷下:平裝) NT$300
孔子新傳: 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/
孫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152-9 (EPUB)
孔子新傳: 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/
孫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155-0 (PDF)
日文段落論: 提升閱讀寫作技巧/石
黑圭著; 吳羽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日本建築散步圖鑑: 老繪師帶你慢尋
江戶、明治大正和昭和時期 200 處
老建築,了解人文歷史、地理時空如
何改變/小林泰彥著; 林安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62-7 (PDF)
不用做實驗就能知道的趣味物理故
事/陳俊彥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讀
品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3-144-8 (PDF)
*不只視.奏= Not only sight,but read/潘
怡儀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原笙國際,
11004 .-- 13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842-6-9 (平裝) NT$400
少年.棒球.夢= Little league, when we
had dreams= 僕たちの野球の夢/黃鈞
銘, 廖國興, 林瑞珠, 石屹軒, 甘燿嘉,
何乃蕙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竹市 : 竹塹
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450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8463-4-6 (精裝)
NT$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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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推廣法/渡瀬謙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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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248-981-9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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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推廣法/渡瀬謙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8-988-8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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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88-6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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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6-14-9 (PDF)
方言翻译用圣经(简体单节排列版)/
林泰钟(Jonathan Lin)作 .-- 臺北市 :
華冠拼音書籍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293-3-2 (PDF)
方言翻译用圣经(英文单节排列版)/
林泰钟(Jonathan Lin)作 .-- 臺北市 :
華冠拼音書籍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293-5-6 (PDF)
方言翻譯用聖經(繁體單節排列版)/
林泰鐘(Jonathan Lin)作 .-- 臺北市 :
華冠拼音書籍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293-4-9 (PDF)
不乖: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
計系畢業展作品年鑑. 110 級/[台南
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]110
級全體畢業生圖文; 許維玿主編 .-臺南市 :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,
11004 .-- 2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15-56-7 (平裝)
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天命章
第一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4 .-- 315
面; 5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35-51 (平裝) NT$300
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自誠明
章第二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5 .-375 面; 5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635-6-8 (平裝) NT$300
王始帝國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84-1
(EPUB)

公法與私法之匯流/蘇永欽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4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19-7
(平裝) NT$450
午夜圖書館/麥特.海格(Matt Haig)作;
章晉唯譯; 林涵柔朗讀 .-- 臺北市 :
漫遊者文化, 11005 .-- 約 59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72-7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380
王長壽通書便覽(大本). 中華民國一
一一年/王長壽編纂 .-- 新北市 : 正品
印刷設計, 11006 .-- 464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191-3-5 ( 線 裝 )
NT$620
王長壽通書便覽(平本). 中華民國一
一一年/王長壽編纂 .-- 新北市 : 正品
印刷設計, 11006 .-- 304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191-2-8 ( 線 裝 )
NT$450
王長壽通書便覽(特大本). 中華民國
一一一年/王長壽編纂 .-- 新北市 : 正
品印刷設計, 11006 .-- 558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191-4-2 (線裝)
NT$800
不能只有我看到!臺灣史上的小人物
大有事/故事 StoryStudio 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3-769-2 (EPUB)
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學術研討會
會議論文集. 2021/譚國智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化大學美術系,
11005 .-- 1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6-384-2 (平裝)
五陵遊(新校版)/高陽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14-3 (EPUB)
五陵遊(新校版)/高陽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19-8 (PDF)
中國藝術鑑賞: 八大山人影響力.獨
領風騷三百年!. 一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795-1-6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八大山人影響力.獨
領風騷三百年!. 二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795-2-3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天地為林鳥一枝.徐
渭. 一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

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795-3-0 (EPUB)
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10-6 (EPUB)

中國藝術鑑賞: 天地為林鳥一枝.徐
渭. 二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
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795-4-7 (EPUB)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二, 全
盛時期-乾隆朝的宮廷/邱建一作 .-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03-8
(EPUB)

中國藝術鑑賞: 天地為林鳥一枝.徐
渭. 三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
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795-5-4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天地為林鳥一枝.徐
渭. 五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
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795-7-8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天地為林鳥一枝.徐
渭. 四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
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795-6-1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活在動盪時代的人物
畫大師.陳洪綬. 一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795-8-5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活在動盪時代的人物
畫大師.陳洪綬. 二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795-9-2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一, 全
盛時期-乾隆朝的宮廷/邱建一作 .-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02-1
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一, 宮
裝貴婦的首飾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04-5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一, 從
南書坊到如意館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06-9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一, 貴
族雅士的嗜好-時尚 士拿乎(鼻煙壺)/
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00-7 (EPUB)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二, 宮
裝貴婦的首飾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05-2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二, 從
南書坊到如意館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07-6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二, 貴
族雅士的嗜好-時尚 士拿乎(鼻煙壺)/
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01-4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二, 紫
禁城的西洋貨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09-0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二, 關
鍵性的康熙朝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11-3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煙花三月下揚州,揚
州鹽商. 一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
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12-0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煙花三月下揚州,揚
州鹽商. 二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
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13-7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煙花三月下揚州,揚
州鹽商. 三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
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14-4 (EPUB)
中國藝術鑑賞: 漂泊的昔日王孫.八
大山人 朱耷. 一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15-1 (EPUB)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一, 紫
禁城的西洋貨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08-3 (EPUB)

中國藝術鑑賞: 漂泊的昔日王孫.八
大山人 朱耷. 二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16-8 (EPUB)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皇室品味. 一, 關
鍵性的康熙朝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

心智圖英語單字: 手指按按點讀有聲
書/啟蒙星球團隊編; 楊雨杰繪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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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新北市 : 幼福文化, 11005 .-- 22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3-7889 (精裝) NT$690

(Yuli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4-515-7 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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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吳慕書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11-9
(EPUB)

可不可以 fire 老闆?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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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4-517-1 (PDF)

中醫到底行不行?/杜李威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49-86-2
(EPUB)
*牛轉乾坤: 沈耿香師生書法展作品
專輯/沈耿香, 賴怡亘編輯 .-- 初版 .-雲林縣 : 真味書屋, 11004 .-- 5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464-1-1
(平裝) NT$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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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7-324-9 (PDF)
他 X 的歷史: 你該在學校學到的 101
堂爆笑歷史入門課/The Captain 著;
吳盈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
集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4-68-4 (EPUB)
出人意料的暗黑醫學事典/亞留間次
郎著; 康逸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創意市集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4-69-1 (EPUB)
台女/登曼波, 林建文攝影; 李昭融文
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9-87-9 (EPUB)
世上沒有純粹的黑: 芙烈達的烈愛人
生/克萊兒.貝列斯特 (Claire Berest)著;
許雅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58-543-2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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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07-2
(EPUB)
可不可以 fire 老闆?: 手搖杯+泡麵
+( 房貸)=老 闆你說的 都對 !/ 許喻理

史丹佛人際動力學: 連開 50 年的課,
教你好關係從真情流露開始/大衛.布
雷弗德(David Bradford), 凱蘿. 羅賓
(Carole Robin)著; 蔡惠伃譯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先覺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4-386-0 (EPUB)

只吸引到好事的結界/碇紀子作; 龔
婉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5-607-3 (EPUB)
生命/米歇爾.布許(Michel Puech)著;
奧立維.巴雷茲(Olivier Balez)繪; 趙德
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99-9 (EPUB)
司法制度之回顧與前瞻/蘇永欽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4 .-- 23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210 (平裝) NT$450

台日關係史(1945-2020)/川島真, 清水
麗, 松田康博, 楊永明著; 高村繁, 黃
偉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
中心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0-446-7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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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著; 韓翔中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5-3327-9 (EPUB)

民主與憲法的長談/蘇永欽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4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20-3
(平裝) NT$480

生物特徵辨識系統設計/張國基, 朱
鍇莙, 王曉娟, 徐翠蓮, 林聿中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36-4 (PDF)

只有不會教的家長;沒有教不會的孩
子(彩色版)/王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培育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522-9-3 (PDF)

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: 親職教育的規
劃與實施/洪福財, 涂妙如, 翁麗芳,
陳麗真, 蔡春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心理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1-994-2 (EPUB)

只有你能定義你自己: 100 位啟迪人
心的人物,暢談形塑他們人生的關鍵
時刻/珍.格雷安(Jane Graham), THE
BIG ISSUE 發想.編輯; 謝靜雯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6-0-0 (PDF)
只有你能定義你自己: 100 位啟迪人
心的人物,暢談形塑他們人生的關鍵
時刻/珍.格雷安(Jane Graham), THE
BIG ISSUE 發想.編輯著; 謝靜雯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6-1-7
(EPUB)
生而為人,哪有不煩: 別對快被壓垮
的人說加油,找回被逼瘋前的日常/俞
姿婷, 大衛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641-0 (EPUB)
用全景地圖學世界史/魏新編寫; 星
蔚時代編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2-7548 (全套:精裝) NT$9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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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兒園課程設計/盧美貴, 黃月美, 黃
秋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38-8 (PDF)
司法違憲審查與憲法/蘇永欽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4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180 (平裝) NT$480
正念擁抱大地: 當我們觀想自己為一
棵樹.../一行禪師(Thich Nhat Hanh)著;
汪橋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自由之丘
文創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945-9-3 (EPUB)
正念擁抱大地: 當我們觀想自己為一
棵樹.../一行禪師(Thich Nhat Hanh)著;
汪橋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自由之丘
文創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05-0-1 (PDF)
生活中,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/謝雪
文(雪兒 CHER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25-7 (EPUB)

生活中,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/謝雪
文(雪兒 CHER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30-1 (PDF)
永恆的東方符碼: 戰後華人藝術=
Eternal symbols of the orient: post-war
Chinese art/姚妤萱, 王淳容, 陳玫如策
劃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尊彩國際,
11005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200-6-9 (平裝)
平面桁架感應線應力分析及繪製=
Analysis and drawing of influence line
stress of plane truss/曾炳榮作 .-- 初
版 .-- 宜蘭縣 : 曾炳榮, 11004 .-- 97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03-5
(平裝)
台美國際美術文化交流展= Taiwan
and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rt and
Cultural Exchange Exhibition/ .-- 臺中
市 : 台灣美術文化交流協會, 11004 .- 18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349-2-9 (平裝) NT$1200
世界歌謠新編鋼琴曲集. 2, 鋼琴四手
聯彈= Piano for 4 hands/黃渼娟編曲 .- 臺北市 :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,
11005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562-9-3 (平裝) NT$300
北美館年報. 2020/許亞琦執行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北市美術館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4-67-7 (PDF)
占星職場手冊/韓良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南瓜國際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79-3-1 (EPUB3)
生產,本該無傷: 順勢生產與阿萍醫
師的好孕助產所/陳鈺萍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15-8 (EPUB)
生產,本該無傷: 順勢生產與阿萍醫
師的好孕助產所/陳鈺萍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18-9 (PDF)
打造未來旅館: 智慧物聯旅館實習場
域建置計畫 O2O 營銷整合應用平台
操作手冊/林明彥, 潘德烈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景文科大, 11004 .-3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599-45-3 (平裝) NT$600
只做喜歡的事 The snow peak way/山
井太作; 王靜怡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
臺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09-2 (EPUB)
市場調查報告: 後疫時代供應鏈移轉
趨勢下: 墨西哥產業供應鏈轉變及美
墨市場連結布局調查/林瑋琦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外貿協會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5-436-0
(PDF)
札幌北海道自由旅行= An easy trip
on Hokkaido/楊春龍文字.攝影 .-- 第
八版 .-- 新北市 : 采晴出版工作室,
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702-3-1 (平裝) NT$398
生酮哪有那麼難!: 最專業的生酮教
練 Martyn 陪你一起成功生酮/陳世修
(Martyn)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6-03-6 (EPUB)
可愛新定義: 暢銷套書組 <<這世界
很煩,但你要很可愛>> <<你並非一
無所有>>/萬特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幸福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36-56-5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680
半蝕/韓麗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衛城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3-9-4 (EPUB)
半蝕/韓麗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衛城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18-0-5 (PDF)
*民歌有悅: 新校園民歌 21 世紀: 周
興立作品集= Dr. Hsing-Lih CHOU:
songs of joy Taiwan campus folk songs
in the 21st century/楊清惠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楊清惠, 11004 .-13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70-0 (平裝) NT$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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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870-8-0 (EPUB)
白霧歲月/Venus Tsai 編著 .-- 臺南市 :
顏襄數位科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41-5-4 (EPUB)
加齡的自然療癒力: 33 個五官六感
體驗,啟動植物帶給你奇妙的療癒能
量!/沈瑞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24-2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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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人意象: 凝視與再現,香港與大
陸影視中的台灣人/倪炎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04-2
(EPUB)
台灣人意象: 凝視與再現,香港與大
陸影視中的台灣人/倪炎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05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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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第 14 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徵信所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351-8-6 (PDF)
回川 CONATION: 實踐大學媒體傳
達 設計 學系所 大學 部畢業班 專刊 .
2021/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所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學媒傳
設計系所, 11005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629-405-1 (精裝)
回川 CONATION: 實踐大學媒體傳
達設計學系所大學部畢業班精選設
定集. 2021/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
學系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
學媒傳設計系所, 11005 .-- 14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29-406-8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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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 Brennan)
著; 呂忻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
樹林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15-2-3 (EPUB)
江戶百工百業套書/飯田泰子著; 章
蓓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511-19 (全套:平裝) NT$6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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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1-213-2 (EPUB)
向巴黎夫人學居家: Madame Chic 的
6 堂優雅生活課/珍妮佛.斯科特
(Jennifer L. Scott)作; 喬喻譯; 陳匡民
朗讀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5 .-約 3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96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
向巴黎夫人學風姿: Madame Chic 的
11 堂 優 雅 生 活 課 / 珍 妮 佛 . 斯 科 特
(Jennifer L. Scott)作; 喬喻譯; 陳匡民

朗讀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5 .-約 2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95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成功人士的思考整理術/生方正也著;
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7-682-6 (EPUB)

行於紛分聚合間: 劉永仁= Between
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: Liú
Yung-jen/劉永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紫藤廬分公司, 11004 .-- 72 面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913-81 (平裝) NT$400

成功人士的思考整理術/生方正也著;
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7-684-0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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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106-0 (EPUB)

好好: 給女同志身體、性愛與親密關
係的指導/呂欣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寶瓶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6-235-5 (EPUB)

自信的你,一定能改寫自己的命運/黛
恩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774-3 (平裝) NT$380

成 名 的 藝 術 / 雷 納 . 齊 特 曼 (Rainer
Zitelmann)著; 廖桓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42-06-0 (EPUB)

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?: 從知識的星
火、敘事的力量,到作家的社會責任,
「黑暗元素三部曲」作者的 32 場大
師講堂/菲力普.普曼(Philip Pullman)
作; 王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59-1 (PDF)

成 名 的 藝 術 / 雷 納 . 齊 特 曼 (Rainer
Zitelmann)著; 廖桓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42-07-7 (PDF)
百年陳千武紀念專集/吳櫻主編 .-臺中市 :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, 11005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86352-7-2 (全套:
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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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27-0-4 (EPUB)
如何做好研究論文?成為知識生產者,
從提問到輸出的 18 個步驟/上野千
鶴子著; 涂紋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561-6 (EPUB)
如何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: 從特殊教
育課程導入/林素貞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心理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1-995-9 (EPUB)
此刻,告別你的混亂人生: 拋棄自我
懷疑,解決不完美情緒,接納真實自我,
打造喜歡的生活方式/宋曉東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12-8
(PDF)
刑事法規/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.-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16-6 (PDF)

印度神話: 超越想像的三千世界,奇
異而美麗的天竺奇境/楊怡爽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漫 遊 者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70-3 (EPUB)
成為書寫的人: 普魯斯特與文學時間
/楊凱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16-5 (EPUB)
成為書寫的人: 普魯斯特與文學時間
/楊凱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19-6 (PDF)
自律與自然: 一部人類與瘟疫的鬥爭
史/陳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769-8 (PDF)
自律與自然: 一部人類與瘟疫的鬥爭
史/陳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779-7 (EPUB)
西班牙美食史: 西班牙料理不只
tapas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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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214-7-6 (EPUB)
老師沒教的 40 堂醫療必修課: 40 個
真實法院判決 攸關病人安全、避免
160

醫療糾紛/楊坤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原水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39-2-3 (EPUB)
有害超獣 極機秘報告書: Toye) Art
File/Toy(e)作; 陳凱筠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16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63-4 (平
裝)
地理的復仇: 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、
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,剖析地理與全
球布局終極關鍵/羅柏.卡普蘭(Robert
D. Kaplan)著; 林添貴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4-947-8 (EPUB)
全球思路: 臺灣資訊科技人才延攬政
策發展史(1955-2014)/林嘉琪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35-7 (PDF)
*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
要集. 2021/健行科技大學商管學院
編輯 .-- 桃園市 : 健行科大, 11004 .-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212-76-5 (平裝)
共善人間: 慈濟五十五周年慈善見證
/慈濟基金會文史處彙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66-5 (EPUB)
吉隆坡檳城馬來西亞= An easy trip
on Kuala-Lumpur,Malaysia/ 楊 春 龍 文
字.攝影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采晴
出版工作室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702-5-5 (平裝)
NT$398
灰階思考/謝孟恭作; 王晴蒂朗讀 .-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4 .-- 約
3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158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00
在殘酷的世界中挖掘生命的美好: 一
行禪師弟子教你利用正念,找到耐挫
與 靜 心 的 力 量 / 提 姆 . 戴 斯 蒙 (Tim
Desmond)著; 盧思綸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924-0 (EPUB)
在殘酷的世界中挖掘生命的美好: 一
行禪師弟子教你利用正念,找到耐挫
與 靜 心 的 力 量 / 提 姆 . 戴 斯 蒙 (Tim
Desmond)著; 盧思綸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929-5 (PDF)

早期課 1. 第 4 輯/許添盛主講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, 11005 .-- 約
11 小時 5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07-35-9 (10CD:有聲書光碟片)
NT$1000
企 業文 化暨商 業發 展學術研 討會 .
2021= 2021 Conference on Corporate
Culture & Business Development/李佑
婷, 李鴻文, 邱誌偉, 翁耀臨, 張存金,
陳淼勝, 黃計逢, 葉惠仁, 劉春初, 羅
進水編輯委員 .-- 臺中郵 : 亞博,
11005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266-2-4 (平裝)
字彙即時通. Level 5(108 課綱適用)=
Easy access to vocabulary. Level 5/王祈
堯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
11004 .-- 2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5-33-3 (平裝) NT$330
自毀長城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88-9
(EPUB)
肌群解剖機能分析教練書: 鍛練全體
幹,有效塑形、避免傷害,增強肌耐力
與爆發力!/馬克.維拉(Mark Vella)著;
吳欣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0-10-3 (PDF)

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798-4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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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23-0-7 (EPUB)
全盤漢化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89-6
(EPUB)
行銷數位轉型下的品牌管理與傳播/
陳一香, 陳茂鴻, 吳秀倫, 黃燕玲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41-8 (PDF)
危機管理暨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研
討會. 2021 第十九屆= The nineteenth
conference of crisis management and
IEM 2021 proceedings/社團法人中華
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.-- 高雄市 :
危機管理學會, 11005 .-- 50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420-2-6 (平
裝)
在麵包店賣飯糰: 賣破千萬本書的王
牌編輯教你創造超乎想像的好點子/
柿內尚文著; 涂紋凰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6-127-2 (EPUB)

地獄 60 秒肌力訓練/ユウトレ著; 蔡
麗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91-6 (EPUB)

那一天,我終於讀懂了愛: 經典文學
故事選/張子樟, 顏寧儀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幼獅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9-233-6 (PDF)

地獄 60 秒肌力訓練/ユウトレ著; 蔡
麗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392-3 (PDF)

男人為何不明察,女人幹嘛不明說:
37 條同理溝通潛規則,教你怎麼說都
貼心/五百田達成作; 陳怡君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5-3-7
(EPUB)

艾爾多安的崛起: 一場為了信仰、權
力、國際地位,建構土耳其靈魂的新
戰 爭 / 漢 娜 . 露 辛 達 . 史 密 斯 (Hannah
Lucinda Smith)著; 林玉菁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馬 可 孛 羅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9-84-2 (EPUB)
全圖解!厲害的人如何學?: 用最小輸
入讓效果極大化的 40 個最高學習法
/山崎拓巳著; 黃瓊仙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658-545-6 (EPUB)
西歐北海邊: 荷,比,盧和北法遊/黃明
雄著 .-- 彰化縣 : 黃明雄, 11004 .--

男人為何不明察,女人幹嘛不明說:
37 條同理溝通潛規則,教你怎麼說都
貼心/五百田達成著; 陳怡君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5-4-4 (PDF)
沒人看見你的好,你要懂得自己誇:
掌握勇敢自我推銷的藝術/梅樂迪斯.
芬 曼 (Meredith Fineman) 著 ; 甘 鎮 隴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00-4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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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文百寶箱/陳玉台, 吳美幸, 徐淑慧,
沈 美 蓉 作 .-- 臺 北 市 : 新 學 林 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6-0552 (全套:平裝) NT$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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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子著; 黃耀進譯 .-- 初版 .-- 台北市 :
游擊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347-8-7 (EPUB)
牠不是普通的狗: 海豹隊員與軍犬開
羅走過戰火、相互療癒的故事/威爾.
切斯尼(Will Chesney), 喬.萊登 (Joe
Layden)著; 蕭季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111-1 (EPUB)
我心動了,然後呢?/班恩.史都華(Ben
Stuart)著; 佘晨揚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4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60-4-8
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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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佘晨揚譯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60-3-1 (EPUB)
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作!: 保住得來不
易的飯碗,順利通過 90 天試用存活
期/蔡賢隆, 鄭一群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6-650-2 (EPUB)
我在人間的靈界事件簿(大開本新裝
版): 最叛逆的靈界調查員,最生猛犀
利的靈修祕辛/宇色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96-04-3 (EPUB)
貝多芬 Beethoven: 從手稿、訂正版、
第一版本到 Urtext 版本之間的比較=
Comparisons among the collections of
autographs,corrected copies,the first
edition,and Urtext edition/鄭啟芳著 .-臺北市 : 樂韻, 11004 .-- 11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986-61-2 (平裝)
完全圖解 ENJOY!精釀啤酒: 尋找人
生最爽快的一杯/Scott Murphy, 岩田
Ryoko 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6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64-1 (平裝)
即使世界烏雲罩頂,妳也要自帶閃光/
格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129-6 (EPUB)
我 長 在 打 開 的 樹 洞 / 程 廷 (Apyang
Imiq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0-344-5 (EPUB)
我的努力,只為自己的海闊天空/石雷
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48-6 (PDF)
我的努力,只為自己的海闊天空/石雷
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49-3 (EPUB)
作者的故事 蘊育的美景/許志強作 .- 臺中市 : 立渝設計, 11004 .-- 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0467-4-0
(平裝)
壯姆斯的星際旅行/陳怡雯圖; 蔡欣
樺文 .-- 新北市 : 旋音音創教育,
11005 .-- 32 面; 24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1-0-9 (精裝)
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(抄經
本)/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
化, 11005 .-- 48 面; 3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94-213-5 (經摺裝)
我所觀察到的美國小學教育: 尊重、
自然、自主、多元、開放、核心素
養導向/林政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747-0 (PDF)

我是金智恩: 揭發安熙正,權勢性侵
受害者的劫後重生/金智恩(김지은)
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52-3 (EPUB)
你怎麼可能交不到女朋友/Mr.P 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92-2
(EPUB)
你怎麼可能交不到女朋友/Mr.P 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93-9
(PDF)
沉思與行動: 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
與文學教育/柯慶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54-2 (PDF)
男 孩 與 性 / 佩 吉 . 奧 倫 斯 坦 (Peggy
Orenstein)著; 溫壁錞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6-119-7 (EPUB)
完美裸體姿勢寫真集: 模特兒高橋聖
子= パーフェクトヌードポーズ
model 高橋しょう子/高橋聖子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更生文化設計,
11005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46-9-4 (平裝) NT$700
那個字太殘忍我不敢說/周予寧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62-3
(EPUB)

別 是 一 番 滋 味 / 潘 敦 (Steven Pan) 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松蔭藝術,
11004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367-9-7 (平裝)

李時珍的中草藥筆記. 下卷/謝宇, 裴
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26-9-0 (PDF)

你是我最艱難的信仰 : 凌性傑詩文
選/凌性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9-958-6 (EPUB)

免除疫病/陳潮宗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下生活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101-7-8 (EPUB)

你是我最艱難的信仰: 凌性傑詩文選
/凌性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9-959-3 (PDF)
我是金智恩: 揭發安熙正,權勢性侵
受害者的劫後重生/金智恩(김지은)
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45-5 (PDF)

抗病毒精油芳療指南: 外科醫生與自
然醫學專家對抗感染的天然解方/尚
皮耶.威廉(Jean-Pierre Willem)著; 劉
永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92-0 (PDF)
希特勒的賓客簿: 二戰時期駐德外交
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/讓克 里 斯 多 弗 . 布 希 薩 (Jean-Christophe
Brisard)著; 洪夏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09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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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: 歐美學校
指定教學用書/奇瑪曼達.恩格茲.阿
迪契(Chimamanda Ngozi Adichie)著;
施清真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9-951-7 (EPUB)
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: 歐美學校
指定教學用書/奇瑪曼達.恩格茲.阿
迪契(Chimamanda Ngozi Adichie)著;
施清真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9-952-4 (PDF)
我殺死的男人回來了/黃世鳶(황세연)
著; 尹嘉玄(윤가현)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6-108-1 (EPUB)
我將你銘刻在我心上/賴諾曼著; 陳
玲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0-347-1 (PDF)
我就是那擘開的餅: 逾越節哈加達手
冊 , 給 耶 穌 的 信 徒 / 杰 . 莎 嫩(Ms. Jill
Shannon)原著; 亞洲先鋒事工翻譯註
釋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耶斯列國際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84-4-6 (EPUB)
我喜歡工作,如果可以,不上班的工作
更好/劉揚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悅知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46-1-6 (PDF)
你該信任誰: FBI 資深探員教你利用
行為科學預測法突破識人盲點,看穿
偽善與謊言/羅賓.德瑞克, 卡麥隆.史
陶斯作; 陳繪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26-4 (EPUB)
你該信任誰: FBI 資深探員教你利用
行為科學預測法突破識人盲點,看穿
偽善與謊言/羅賓.德瑞克, 卡麥隆.史
陶斯作; 陳繪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31-8 (PDF)
投資通識課: 9 個基本概念,建立投資
思維框架/布萊德佛.康奈爾(Bradford
Cornell), 尚恩.康奈爾(Shaun Cornell),
安德魯.康奈爾(Andrew Cornell)著; 張
永冀, 王宇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出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5-65-2 (EPUB)

我 想愛你所 不能愛的 自己 / 叢非從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6-239-3 (EPUB)
你羨慕我的溫暖,但我手很冰/馬卡龍
腳趾(Chi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67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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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10-8
(EPUB)
我靠制度,解決 90%問題!: 前王品執
行長楊秀慧靠小框架扭轉大問題的
管理學/楊秀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4-26-3 (EPUB)
豆漿娘娘駕到/阿晧(漿爸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01-3-8 (PDF)
私廚蔬食: 文青主廚 Jerry 的風格料
理,用真切蔬果滋味,醞釀三餐豐盛美
好。/陳昆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臺灣廣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0-498-4 (EPUB)
肝謝: 實踐大學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
畢業作品集. 106 級第十四屆/資訊模
擬與設計學系 106 級畢籌會著作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實踐大學資訊模擬
與設計系, 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629-408-2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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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著; 馬勵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5-3-0
(EPUB)
我還能變好嗎?: 自我心理學幫你好
好做自己/王軼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方舟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25-5-1 (EPUB)
我還能變好嗎?: 自我心理學幫你好
好做自己/王軼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方舟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25-6-8 (PDF)
杜簦吟五體千字文殘本/杜簦吟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5 .--

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36-9 (平裝) NT$500

11004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66-647-1 (第 3 冊:平裝)

東大生的究極專注力/西岡壹誠著;
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7-683-3 (EPUB)

矽谷 B2B 業務聖經/亞倫.羅斯(Aaron
Ross)著; 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4-19-5 (EPUB)

東大生的究極專注力/西岡壹誠著;
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7-685-7 (PDF)

矽谷阿雅的產品經理實戰指南/鄭雅
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識博管理顧
問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106-3-7 (PDF)

芥川龍之介研究: 台湾から世界へ/
彭春陽, 仁平道明編 .-- 臺北市 : 臺
大出版中心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0-448-1 (PDF)

東亞現代批判禪江燦騰著學思想四
百年. 第二卷, 從當代臺灣本土觀察
視野的研究開展及其綜合性解說/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12-5
(EPUB)

肥水之戰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94-0
(EPUB)
明天能做的事,就別在今天做/西村博
之著; 郭凡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97-1 (EPUB)
明天能做的事,就別在今天做/西村博
之著; 郭凡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98-8 (PDF)
明公啟示錄: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. 三/
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8-69-6 (EPUB)
知名度時代: 讓消費者找到你,瘋狂
愛上你(知名度經濟熱銷修訂版)/常
璽作; 蔡政庭朗讀 .-- 新北市 : 零極
限文化, 11004 .-- 約 312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110-8-5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250
房地產買賣 Q&A/陳冠融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25-6 (PDF)
來自雲間的尼尼: 打開畫家的靈感之
門/黃本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79-641-3 (EPUB)
夜在路的盡頭挽髮/鄭順聰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45-2 (EPUB)
長老職分課程/水流職事站編; 財團
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.-- 初版
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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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. 第一
卷, 從當代臺灣本土觀察視野的研究
開展及其綜合性解說/江燦騰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11-8
(EPUB)
狗狗這樣吃,癌細胞消失!: 須崎博士
的毛小孩防癌飲食指南,日本權威獸
醫教你做出「戰勝癌症」的元氣愛
犬餐/須崎恭彥作; 鄭睿芝譯 .-- 新北
市 : 瑞麗美人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240-8-8 (EPUB)
征服黑暗使者/柯瑞福著; 蘇心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46-4
(PDF)
東京關東自由旅行= An easy trip on
Tokyo & Kanto area/楊春龍文字.攝
影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采晴出版工
作室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702-4-8 ( 平 裝 )
NT$398
長春 60 活力奔馳: 60 週年專刊. 2/陳
玉鳳主編 .-- 臺北市 : 北市長春國小,
11004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4-64-6 (精裝)
怪胎: 電影典藏寫真/牽猴子股份有
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123-1
(EPUB)
怪胎: 電影典藏寫真/牽猴子股份有
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6-136-1
(PDF)

兒科好醫師最新營養功能醫學: 預防、
治療、照護: 兒童異位性皮膚炎、過
動、自閉、尿床、身材矮小、體重
過輕、糖尿病、白血病/胡文龍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8-8-4
(PDF)
放映間= Between screenings/林羿綺
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親, 11004 .-- 3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98-1-2
(平裝) NT$800
昂首撥雲現青天: 林光義先生訪談錄
/陳儀深訪問; 簡佳慧記錄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前衛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01-940-9 (EPUB)
昂首撥雲現青天: 林光義先生訪談錄
/陳儀深訪問; 簡佳慧記錄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前衛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01-943-0 (PDF)
芳香療法按摩實務/鄭寶寧編纂 .-苗栗縣 : 鄭寶寧, 11004 .-- 21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35-6 (平
裝) NT$4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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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/
龜田達也著; 許展寧譯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2-64-7 (PDF)
河陰屠殺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90-2
(EPUB)
延陵劍(新校版)/高陽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15-0 (EPUB)
延陵劍(新校版)/高陽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16-7 (PDF)
拆解心智圖的技術: 讓思考與創意快
速輸出的 27 個練習/趙胤丞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63-9
(EPUB)
拒當領頭豬!不懂當主管,就等著被取
代,換個腦袋校正心態/蔡嫦琪作; 蔡
政庭朗讀 .-- 新北市 : 零極限文化,
11004 .-- 約 33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110-7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20

幸福,是一種存在/金慧伶著; 陳宜慧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潮浪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88-5-2 (EPUB)
幸福,是一種存在/金慧伶著; 陳宜慧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潮浪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88-8-3 (PDF)
狐說: 狐狸精的千年仙鬼志怪/呼延
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5-64-5 (EPUB)
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: 四十九堂詩
歌課/廖偉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54-2-3 (PDF)
幸福連線: 用禱告和天父連線/格子
外面編輯部作 .-- 高雄市 : 格子外面
文化, 11004 .-- 32 面; 13X1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10-0-4 (平裝) NT$60
長線投資獲利金律/艾德加.羅倫斯.
史密斯著; 吳書榆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1-96-8 (EPUB)
長線投資獲利金律/艾德加.羅倫斯.
史密斯著; 吳書榆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1-97-5 (PDF)
空調機(VRF 系統)壓損計算準則/周
瑞法, 張滌松, 朱萬卿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
聯會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6382-4-2 (PDF)
抽 樣 檢 驗 ( 更 新 本 )= Sampling
inspection/張有成編著 .-- 十二版 .-臺北市 : 品質學會, 11004 .-- 46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914-93-3
(平裝) NT$550
金錢如何決定歷史/洪春旭著; 金勝
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00-8 (PDF)
金錢如何決定歷史/洪春旭著; 金勝
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02-2 (EPUB)
所謂的知識分子: 那些爆紅的時代人
物,與他們內心的惡魔/保羅.約翰遜
(Paul Johnson)著; 周詩婷譯 .-- 初版 .164

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30-9-3 (EPUB)
所謂的知識分子: 那些爆紅的時代人
物,與他們內心的惡魔/保羅.約翰遜
(Paul Johnson)著; 周詩婷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60-0-9 (PDF)
芳 療 天 后 Gina 精 油 套 書 / 許 怡 蘭
(Gina Hsu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
點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386-5-3 (全套:平裝) NT$1460
林黛羚 住進後半輩子的家套書/林黛
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386-15 (全套:平裝) NT$870
奇蹟/林珮瑜作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6-127-9 (EPUB)
奇蹟/林珮瑜作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6-135-4 (PDF)
怪獸大阪 /李清志文字.攝影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60-8
(EPUB)
花藝師的落葉計畫: 十個步驟教您學
會團體療癒/伍杏娸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57-1-3 (PDF)
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: 信任崩解年代
的精準說服/張宏裕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934-9 (PDF)
看不見的溪林大湖溪: 蘭陽平原最後
一段野溪/羅東社區大學植物班, 利
澤國中師生共同創作 .-- 初版 .-- 宜
蘭縣 : 宜蘭社大基金會, 11005 .-- 44
面 ; 22X3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767-3-5 (精裝)
為什麼雞捲裡沒有雞?20 道常民經
典食的前世今生與風味探索/陳靜宜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680-1 (EPUB)
建立孩子思辨能力的第一套橋梁書/
哲學新媒體, 公羊兄(朱生亦), 蘇子
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544-77-2 (EPUB)

活出率真: 本來的你,就很好/福森伸
著; Crystal Tsa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890-8 (EPUB)
活出率真: 本來的你,就很好/福森伸
著; Crystal Tsa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891-5 (PDF)
南北朝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92-6 (EPUB)
英式下午茶的慢時光: 維多利亞式的
紅茶美學 x 沖泡美味紅茶的黃金法
則/楊玉琴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漫
遊者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9-474-1 (EPUB)
風沙中盛放的花: 在菊島澆灌一條希
望之路/呂若瑟等人口述; 天主教靈
醫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61-5 (EPUB)
風沙中盛放的花: 在菊島澆灌一條希
望之路/呂若瑟等人口述; 天主教靈
醫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63-9 (PDF)
*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民小學夢想花
園執行成果報告/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霧峰向日葵家園, 11004 .-- 3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8-2-0 (平
裝) NT$500
范明公啟示錄: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.
四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
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74-0 (EPUB)
品味的法則.餐桌禮儀/陳弘美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82-82-1 (全套:平裝)
NT$6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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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401-0 (EPUB)
政治檔案會說話: 自由時代公民指南
/陳進金, 陳翠蓮, 蘇慶軒, 吳俊瑩, 林
正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89-7-4 (EPUB)

政治檔案會說話: 自由時代公民指南
/陳進金, 陳翠蓮, 蘇慶軒, 吳俊瑩, 林
正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58-0-4 (PDF)
紀律的交易者: 培養贏的態度,成功
的交易 80％靠心理,只有 20％靠技
巧/馬克.道格拉斯(Mark Douglas)著;
劉真如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1-91-3 (EPUB)
紀律的交易者: 培養贏的態度,成功
的交易 80％靠心理,只有 20％靠技
巧/馬克.道格拉斯(Mark Douglas)著;
劉真如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1-93-7 (PDF)

11004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371-7-6 (平裝)
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(大字版本).
民國一一一年/廖淵用, 廖茂志, 章家
綸編著 .-- 雲林縣 : 信發堂通書館,
11004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605-5-3 (平裝) NT$690
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(平本). 民國
一一一年/廖淵用, 廖茂志, 章家綸編
著 .-- 雲 林 縣 : 信 發 堂 通 書 館 ,
11004 .-- 43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605-7-7 (平裝) NT$480
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(特大本). 民
國一一一年/廖淵用, 廖茂志, 章家綸
編著 .-- 雲林縣 : 信發堂通書館,
11004 .-- 6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605-6-0 (平裝) NT$650

美玲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/陳美伶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43-7 (EPUB)

洛陽暴動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86-5
(EPUB)

美玲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/陳美伶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45-1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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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5-60-7 (EPUB)

後疫情時代對產業之挑戰及機遇/張
小玫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
技政策中心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619-304-0 (PDF)
前音輸入法/吳文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文千科技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3-0-9
(EPUB)
流動的疆域: 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
國/楊斌(Yang Bin)著; 韓翔中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87-6
(EPUB)
流動的疆域: 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
國/楊斌(Yang Bin)著; 韓翔中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88-3 (PDF)
茂陵秋(新校版)/高陽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12-9 (EPUB)
茂陵秋(新校版)/高陽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18-1 (PDF)
*南開科技大學創校 50 周年紀念特
刊/吳昭瑰編輯 .-- 南投縣 : 南開科大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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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感收納術: 居家、工作、旅途、
3C 生活的無痛整理指南/克莉.席爾
(Clea Shearer), 喬安娜.特林普(Joanna
Teplin)著; 羅雅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13-3 (EPUB)
宣傳機器: 注意力是貨幣、按讚是引
擎,人人都是數位市場商人/思南.艾
瑞爾(Sinan Aral)著; 許貴運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50-5 (EPUB)
宣傳機器: 注意力是貨幣、按讚是引
擎,人人都是數位市場商人/思南.艾
瑞爾(Sinan Aral)著; 許貴運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51-2 (PDF)
秒睡、好睡,365 天的愛睏書: 給高敏
感的你一帖幸福處方箋/蘆澤裕子監
修; 楊鈺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882-3 (EPUB)

秒睡、好睡,365 天的愛睏書: 給高敏
感的你一帖幸福處方箋/蘆澤裕子監
修; 楊鈺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884-7 (PDF)
首爾人氣甜點全書: 江南.弘大.林蔭
道.梨泰院.三清洞 5 大商圈名店,80
道最 IN 甜點食譜全攻略/李智惠著;
林芳伃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64-8-3 (EPUB)
首爾人氣甜點全書: 江南.弘大.林蔭
道.梨泰院.三清洞 5 大商圈名店,80
道最 IN 甜點食譜全攻略/李智惠著;
林芳伃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64-9-0 (PDF)
面對挫折的勇氣/聖嚴法師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法 鼓 山 基 金 會 ,
11005 .-- 9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261-6-7 (平裝)
俞樂 YU LOVE DESIGN/劉俞妤作 .-雲林縣 : 劉俞妤, 11004 .-- 41 面;
19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977 (平裝)
砂趣妙造: 立行堂珍藏明清紫砂/[黃
健亮著]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盈記唐
人工藝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0499-39-1 (全套:精裝)

旅行的形狀: 影像札記/陳浪作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24-8 (EPUB)
旅行的形狀: 影像札記/陳浪作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37-8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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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幼獅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9-231-2 (PDF)
修身與我,有時還有小牛/梁正群作.
郎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4 .-約 328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11-0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
NT$399
秩序與混沌: 轉型中國的「社會奇蹟」
/陳映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
出版中心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0-452-8 (PDF)
氣味 Odor/author Hung Zhen You(洪禎
佑)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洪禎佑,
11004 .-- 116 面; 27X2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86-1 (精裝)
格林血色童話. 5, 殘虐癲狂的禁斷之
謎/櫻澤麻衣著; 鍾明秀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大風文創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7-4-4 (EPUB)

音緣聚會: 蔡玉棠先生逝世六十周年
紀念/蔡瑞妙編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
蔡瑞妙, 11004 .-- 136 面; 21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46-2 (精裝)

格 林 姆 兄 弟 故 事 集 /Jacob Grimm,
Wilhelm Grimm 編輯; 鄧亞雯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鄧亞雯, 11004 .-- 70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349 (平裝) NT$900

挑戰 Visual C++ 2008 程式設計樂活
學/鄧文淵總監製, 文淵閣工作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14-5 (PDF)

原 來減重跟 你想的不 一樣 / 陳欣湄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583-1
(EPUB)

活學活用厚黑學的智慧(彩色版)/李
宗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3-147-9 (PDF)
保證有笑: 笑到皮皮剉!/彫察掬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3-145-5
(PDF)
狼/近藤雄生, 澤井聖一著; 蔣詩綺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1-488-0 (PDF)

恐怖醫學史: 愛吃睪酮的甘迺迪、雙
胞胎縫成連體嬰、被毒死的莫札特?
揭開那些歷史上沒人敢說出的暗黑
真相/李載澹著; 黃莞婷譯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61-0 (PDF)
馬背上的舞步: 非洲奇緣/洪玉芬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23-385-5 (PDF)
*海 洋 冒 險= Marine adventure/ 杜岳
作 .-- 臺北市 : 杜岳, 11005 .-- 36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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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93-9
(平裝) NT$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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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73-4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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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郭勝毅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潮浪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88-9-0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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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潮浪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80-0-3
(PDF)
哲蚌寺對話: 達賴喇嘛與科學家談心
智、正念知覺力和實在的本質/溫蒂.
哈森坎普(Wendy Hasenkamp), 珍娜.
懷特(Janna R. White)作; 丁一夫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06-8
(EPUB)
哲蚌寺對話: 達賴喇嘛與科學家談心
智、正念知覺力和實在的本質/溫蒂.
哈森坎普(Wendy Hasenkamp), 珍娜.
懷特(Janna R. White)作; 丁一夫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07-5 (PDF)
神通: 佛教神通學大觀/洪啟嵩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32-4
(EPUB)
能淨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; 佛說療痣
病經/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
文化, 11004 .-- 24 面; 10 公分 .-ISBN 978-957-794-212-8 (經摺裝)
秣陵春(新校版)/高陽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11-2 (EPUB)
秣陵春(新校版)/高陽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17-4 (PDF)
財富之王: 大娛樂家 P.T.巴納姆的人
生增值術/P.T.巴納姆著; 威治譯 .--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230-7-9
(EPUB)
財富之王:大娛樂家 P.T.巴納姆的人
生增值術/P.T.巴納姆著; 威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30-8-6 (PDF)
弱滋味(經典暢銷版): 開瓶之後,葡萄
酒的純粹回歸/林裕森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01-9 (EPUB)
消費者保護法/洪誌宏著 .-- 五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00-5 (PDF)
* 旅 遊 糾 紛 處 理 = Response to
challenge of travel dispute/孫慶文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良, 11004 .-- 31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6-24 (平裝) NT$368
旅遊糾紛處理 Response to challenge
of travel dispute/孫慶文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致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46-5-5 (PDF)
祝福你的靈: 以天父的心意與名字來
祝福(隨身版)= Daily spirit blessings/
希爾薇婭.甘特(Sylvia Gunter)著; 傅
子萱, 林少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會, 11004 .-- 4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828-76 (平裝)
素質的心/殷允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天下雜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98-680-5 (PDF)
素養導向的評量: 理論與實踐/謝名
娟, 程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528-9 (PDF)
神學的波瀾與壯闊/魏連嶽, 張聖佳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794-1 (EPUB)
哲學家的愛情指南/黃鼎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65-3
(EPUB)
索羅斯談索羅斯: 走在趨勢之前的傳
奇 投 資 大 師 / 喬 治 . 索 羅 斯 (George
Soros)著; 李立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堡壘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22-6-5 (EPUB)

索羅斯談索羅斯: 走在趨勢之前的傳
奇 投 資 大 師 / 喬 治 . 索 羅 斯 (George
Soros)著; 李立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堡壘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22-7-2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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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5-3328-6 (EPUB)

高齡者團體藝術治療: 失智症的介入
與預防活動手冊/林端容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09-8 (PDF)

您已登入 N 號房: 韓國史上最大宗
數位性暴力犯罪吹哨者「追蹤團火

逆齡熟女的幸福之路: 獻給渴望活出
幸福的每一位女人/吉兒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68-9 (EPUB)
修護之泉,衰弱及退化性關節炎手冊/
韓治華(William Han)作 .-- 1 版 .-- 新
北市 : 韓治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16-5 (EPUB)
第 2 名的逆襲: WBL2 寫真書/結果娛
樂 , WeTV 作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6-126-2 (EPUB)
第 2 名的逆襲: WBL2 寫真書/結果娛
樂 , WeTV 作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6-138-5 (PDF)
*從「修身」到「工夫」: 儒家「內
聖學」的開顯與轉折/陳立勝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人社高研院東
亞儒學研究中心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52-56-8 (PDF)
第一支火箭: 被戰火推進的航太史/
張天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
華泉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6-18-1 (EPUB)

花」直擊實錄/追蹤團火花(추적단
불꽃)著; 胡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46-2 (PDF)
您已登入 N 號房: 韓國史上最大宗
數位性暴力犯罪吹哨者「追蹤團火
花」直擊實錄/追蹤團火花(추적단
불꽃)著; 胡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50-9 (EPUB)
聊天紀錄/莎莉.魯尼(Sally Rooney)著;
李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22-6 (EPUB)
聊天紀錄/莎莉.魯尼(Sally Rooney)著;
李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23-3 (PDF)
啟示的年代: 在藝術、心智、大腦中
探尋潛意識的奧秘: 從 1900 年的維
也 納 到 現 代 / 艾 力 克 . 肯 德 爾 (Eric
Kandel)作; 黃榮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808-2 (EPUB)

*寄一箋憂傷給年輕的我/陳聰信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聰信, 11004 .-12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833-2 (平裝)

啟示的年代: 在藝術、心智、大腦中
探尋潛意識的奧秘: 從 1900 年的維
也 納 到 現 代 / 艾 力 克 . 肯 德 爾 (Eric
Kandel)著; 黃榮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822-8 (PDF)

深 入 探 索 .NET 資 料 存 取 :
ADO.NET+SqlDataSource+LINQ/MIS2
000 Lab., 周棟祥, 吳進魯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64-3 (PDF)

都市的夏天為什麼愈來愈熱?: 圖解
都 市熱島現 象與退燒 策略 / 林子平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25-6
(EPUB)

深 入 探 索 .NET 資 料 存 取 :
ADO.NET+SqlDataSource+LINQ/MIS2
000 Lab., 周棟祥, 吳進魯著 .-- 第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81-0
(EPUB)

清代學術思想史. 下冊/張麗珠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40-1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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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護理學. 上冊/蘇麗智等作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591-0 (PDF)

基本護理學. 下冊/蘇麗智等作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592-7 (PDF)
做自己的工作設計師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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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9-88-6 (EPUB)
現在的妳,在哪裡?/Melody(殷悅)作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重版文化整合事
業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93-6-1 (EPUB)
責任的重量: 當責是企業菁英的態度,
負責是永不過時的素養/李麗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40-3 (EPUB)
頂尖操盤手的 10.5 堂投資思維課/保
羅.馬歇爾(Paul Marshall)著; 陳珮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03-9-9 (PDF)
做你自己: 西洋哲學史. 卷三/理察.大
衛.普列希特(Richard David Precht)著;
林宏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21-8 (PDF)
教育概論/吳清山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39-5 (PDF)
參和殺俘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91-9
(EPUB)
深刻理解的喜悅: 當哲學教授愛上巴
哈的「C 小調賦格曲」,從此開啟了
一段自學鋼琴的音樂旅程/丹.莫樂
(Dan Moller)著; 江信慧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4-05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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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483-5 (EPUB)
這些場合我可以舒服的怕生/午堂登
紀雄著; 林巍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08-4 (PDF)
這些場合我可以舒服的怕生/午堂登
紀雄著; 林巍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大是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09-1 (EPUB)

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23-5 (PDF)

假面的告白/三島由紀夫著; 劉子倩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04-9
(EPUB)

符堅大帝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87-2
(EPUB)

假面的告白/三島由紀夫著; 劉子倩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08-7
(PDF)

商務日本語. 情境篇/ハートアンド
ブレイン株式会社著 .-- 第 1 版 .-臺北市 : 大新, 11007 .-- 1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21-207-2 (精裝)
NT$480

鹿苑長春(經典全新譯本)/瑪喬莉.金
南.勞林斯(Marjorie Kinnan Rawlings)
著; 周沛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
果出版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67-99-3 (EPUB)
旋律的魔法師: 關於編曲,你想知道
的事/李艾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沐光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25-4-6 (EPUB)
連皇帝都在看的善惡練習題: 跟著太
上老君打造好命提款機/太上老君著;
黃健原(淼上源), 吳書香白話撰寫 .-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06-7 (EPUB)
設計師日語.英語實用句型 1500: 從
個人簡介、提案報價到簽約請款,業
界用字與句型範例隨選即用,海外接
案無障礙!/BNN 編輯部著; 張成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87-6 (PDF)
產品設計的法則/張誠(Sung Jang), 馬
汀.泰勒(Martin Thaler)作; 馬修.佛瑞
德列克 (Matthew Frederick)繪; 李佳
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86-4-6 (EPUB)
鳥哥的 Linux 私房菜. 伺服器架設篇/
鳥哥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796-4 (PDF)
眾神的遊戲: 喜劇大師寫給現代人的
希臘神話故事. 卷一/史蒂芬. 佛萊
(Stephen Fry)作; 陳信宏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09-9 (EPUB)
眾神的遊戲: 喜劇大師寫給現代人的
希臘神話故事. 卷一/史蒂芬. 佛萊
(Stephen Fry)作; 陳信宏譯 .-- 初版 .--

168

商務日本語. 基礎篇/ハートアンド
ブレイン株式会社著 .-- 第 1 版 .-臺北市 : 大新, 11007 .-- 8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21-206-5 (精裝)
NT$200
清理你的心理雜訊: 10 個降噪練習,
使你不再自卑、自責、自憐/山根洋
士著; 李璦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究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37-326-3 (PDF)
偵探攻略: 寫作推理小說必備的 51
堂課/紀灃酌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紀灃酌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775-5 (EPUB) NT$350
雪 莉 的 午后 水 彩時 光 /Sherry(雪 莉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22-5 (EPUB)
雪 莉 的 午后 水 彩時 光 /Sherry(雪 莉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23-2 (PDF)
商務律師的法務課/許杏宜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82-1
(EPUB)
商務律師的法務課/許杏宜著 .-- 一 .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83-8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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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645-3-4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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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645-6-5 (PDF)

這就是你要的日語文法書/雅典日研
所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雅 典 文 化 ,
110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31-8-5 (PDF)

區塊鏈生存指南: 帶你用 Python 寫
出區塊鏈!/李耕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767-4 (PDF)

終結毒性思考/丹尼爾.弗瑞爾(Daniel
Fryer)著; 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94-7 (EPUB)

區塊鏈生存指南: 帶你用 Python 寫
出區塊鏈!/李耕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780-3 (EPUB)

終結毒性思考/丹尼爾.弗瑞爾(Daniel
Fryer)著; 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397-8 (PDF)

悠遊藝海: 呂玉惠創作畫集/呂玉惠
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呂玉惠,
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768-7 (平裝) NT$1000

清晰簡明的英文寫作指南: 從正確用
詞到刪除贅字,藍燈書屋文稿總監幫
助你提升寫作力/班傑明.卓瑞爾
(Benjamin Dreyer)著; 林步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7-2-8
(EPUB)

國語/辛金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聯合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23-382-4 (PDF)

基督教入門讀物: 基督教真義問答/
方藝樺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8-42-0 (PDF)
從零開始讀懂零售管理: 一本掌握門
市選址、顧客經營、賣場設計、供
應商關係、商品搭配、庫存管理的
實戰全書/清水信年, 坂田隆文著; 張
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18-8 (EPUB)
從零開始讀懂經濟學: 不用懂艱深數
學,一本掌握商業世界運作的邏輯/中
谷武, 中村保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2-693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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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12-6
(EPUB)
專業超強攝影佈光一點都不難,擺出
L 型就對了/張馬克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34-66-0 (EPUB)
統萬碑文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95-7
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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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)著;
陳重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054-89-8 (PDF)
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
會論文專刊. 2021= 2021 International
Conference on Sports,Health,Leisure
and Recreation/丁翠苓主編 .-- 臺北
市 : 銘傳大學, 11005 .-- 2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584-25-9 (平裝)
NT$800
教養百事 Best 100: 專家認證有效,對
孩子最重要!/加藤紀子著; 林嘉惠,
黃瓊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4-385-3 (EPUB)
密碼的故事: 人類史上最重要的 45
種密碼與破解之道/馬克.弗雷利
(Mark Frary)著; 張毅瑄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095-2 (EPUB)
密碼的故事: 人類史上最重要的 45
種密碼與破解之道/馬克.弗雷利
(Mark Frary)著; 張毅瑄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096-9 (PDF)
教養的勇氣: 齡齡老師教你 22 招收
服素養教育/謝慧齡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57-2-0 (PDF)
教養是藝術: 開啟親子對話的 21 張
相片故事/謝慧齡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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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57-3-7 (PDF)
國殤節特會. 二 0 二一年: 認識真理,
對真理絕對,並在現今邪惡的世代宣
揚真理綱要附經文/水流職事站編;
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.-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
11005 .-- 39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66-655-6 (平裝)
教學原理與設計/周新富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45-6 (PDF)
清醒夢療法: 鍛鍊意識力、創造力、
學習自我覺察、克服恐懼、釋放壓
力/克莉斯汀.拉馬克(Kristen lamarca)
著; 劉名揚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本
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121-88-0 (EPUB)
教學藝術: 素養、創新、多元、議題
/洪如玉, 吳瓊洳, 陳聖謨, 葉譯聯, 黃
繼仁, 蔡明昌, 林仁傑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23-4 (PDF)
基礎占星: 本命盤解盤技巧/艾美.赫
林著; 陳紅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樹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2-34-1 (EPUB)
基礎占星: 本命盤解盤技巧/艾美.赫
林著; 陳紅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樹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2-36-5 (PDF)
崩壞國文: 長安水邊多魯蛇?唐代文
學與它們的作者/謝金魚作.朗讀主
講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004 .-- 約 24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57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60
開一間會賺錢的餐飲店: 30 年專業
經理人最不藏私的忠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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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文經社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663-798-8 (EPUB)
開口笑: 絕對是最經典的笑話王/審
桂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3-146-2 (PDF)
量化行銷時代 2.0: 貝佐斯與亞馬遜
經營團隊都在做,5 步驟啟動次世代
行銷轉型(數位行銷加強版)/珍娜.德

里斯科爾.米勒(Janet Driscoll Miller),
茱莉亞.林(Julia Lim)著; 黃庭敏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05-6
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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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06129-3-6 (EPUB)

普通讀者: 吳爾夫閱讀隨筆集(全新
典 藏 版 )/ 維 吉 妮 亞 . 吳 爾 夫 (Virginia
Woolf)著; 劉炳善等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096-4 (EPUB)

量化行銷時代 2.0: 貝佐斯與亞馬遜
經營團隊都在做,5 步驟啟動次世代
行銷轉型(數位行銷加強版)/珍娜.德
里斯科爾.米勒(Janet Driscoll Miller),
茱莉亞.林(Julia Lim)著; 黃庭敏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07-0 (PDF)

*無形資產評價初級能力鑑定模擬試
題及解析/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會
計研發基金會, 11004 .-- 38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13-3-6 (平
裝) NT$450

揚森<<長笛練習曲>>作品第二十五
號= N.P. Jensen studies for flute op.25/
蔡佳芬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
市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,
11005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19-0-4 (平裝) NT$400

量化行銷時代: 貝佐斯與亞馬遜經營
團隊都在做,15 個關鍵行銷計量指標
/馬克.傑佛瑞(Mark Jeffery)著; 高英哲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95-1
(EPUB)
量化行銷時代: 貝佐斯與亞馬遜經營
團隊都在做,15 個關鍵行銷計量指標
/馬克.傑佛瑞(Mark Jeffery)著; 高英哲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1-98-2
(PDF)
植牙骨質解碼/吳岳龍, 林紘毅, 林聰
勝, 張陽明, 黃斌洋, 黃異臼, 黃啟洲
作; 黃斌洋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台灣
牙醫植體醫學會, 11005 .-- 6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2957-4-2 (平
裝) NT$500
植予禮= Plantgifted/正修科技大學化
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作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正修科大妝彩系, 11005 .-- 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89-933 (精裝)
給外國人的中文課: 打電話、在餐廳、
郵局銀行、在醫院、去逛街/朱榮智,
王慧娟, 陳立芬, 舒兆民, 蔡蓉芝著 .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6-063-7 (全套:平裝
附光碟片) NT$999
給外國人的中文課: 租房子、搭捷運、
休閒娛樂、去旅行/朱榮智, 王慧娟,
陳立芬, 舒兆民, 蔡蓉芝著 .-- 臺北
市 : 新學林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6-064-4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
NT$888
趁早把未來磨成你想要的樣子/王宇
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130-2 (PDF)

游昌發早期歌曲選集/游昌發作曲 .-臺北市 : 藝友出版社, 11005 .-- 12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43-14 (平裝) NT$350
開店創業手冊/葉斯吾, 黃憲仁編著 .- 增訂五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管,
11005 .-- 36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9-098-6 (平裝) NT$450
喵星人美術館/德斯蒙德.莫里斯
(Desmond Morris)著; 金莉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7-6-8
(EPUB)
黃帝內經: 精要九講/馬烈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6-8-3
(EPUB)
進 軍美國零 售通路的 祕密 / 陳坤廷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33-8 (PDF)
等待英雄/殷允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天下雜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98-679-9 (PDF)
提問力,決定你的財富潛力/朱楚文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5-603-5 (EPUB)
尋覓台灣老茶/林志煌編撰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台灣茶訊雜誌社, 11006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2676-8-8 (精裝) NT$600
猴硐喵星人寫真書: 先生.您腋下如
何/蕭瑞宏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
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7-4-4 (PDF)
創造與漫想/傑夫.貝佐斯(Jeff Bezos)
著; 趙盛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
下雜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8-669-0 (PDF)
170

場景行銷模式: 在無限媒體時代,突
破雜訊,超越演算法,打造自動獲利的
顧 客 旅 程 / 馬 修 . 史 威 茲 (Mathew
Sweezey)著; 洪慧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8-672-0 (PDF)
渠道水力學/謝平城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06-7 (PDF)
朝聖台灣: 燒王船、迎媽祖,一位攝
影記者的三十年祭典行腳/陳逸宏攝
影.口述; 沈維巖文字撰述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一葦文思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2-5-7 (EPUB)
悲傷地形考: 憂傷時到這些地方去旅
行,空間製圖 x 憂鬱地圖 x 無名記憶,
獻給旅人的 24 則地理傳奇/達米恩.
魯德(Damien Rudd)著; 吳莉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41-9 (PDF)
創業股權規劃實戰聖經: 給台灣新創、
投資者的募資、估值、財務問題解
決指南/莊世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電腦人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049-16-7 (EPUB)
最新鋼琴講座. 1, 鋼琴與鋼琴音樂/
邵義強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全音樂
譜, 11004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054-60-0 (平裝)
最新鋼琴講座. 6, 鋼琴技巧的一切/
邵義強譯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全音樂
譜, 11004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054-61-7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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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31-9-2 (PDF)
雲端運算/Michael Mille 著; 林家瑜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798-8 (PDF)
琪語錄: 你憑什麼嫌棄你的工作?/蔡
嫦琪作; 于宸鈞朗讀 .-- 新北市 : 零
極限文化, 11004 .-- 約 87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110-9-2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199

手小心服用/奧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76-4 (EPUB)
電子貨架的技術/周國達, 賴欽建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6 .- 11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3-703-1 (平裝)

喜劇攻略: 卡米地的脫口秀心法/張
碩修(Social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42-4 (EPUB)

電子商務速覽/周國達, 賴欽建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5 .-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702-4 (平裝)

喜劇攻略: 卡米地的脫口秀心法/張
碩修(Social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43-1 (PDF)

敬天愛人/殷允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天下雜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98-677-5 (PDF)

智慧科技與創新教學發展論壇暨研
討會論文集. 2021/敏實科技大學智
能科技學院編著 .-- 新竹縣 : 敏實科
技大學智能科技學院, 11004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0-00 (平裝)
超獵奇!人體動物圖鑑. 2, 鯊魚的下
巴會往前飛出/川崎悟司著; 蘇暐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544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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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91-0-0 (PDF)
喜歡到世界末日= To be or not to
be/ .-- 桃園市 : 黃品雲, 11004 .-- 163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325 (平裝)
喜歡的事開心做,不喜歡的事耐心做/
王學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06-5 (EPUB)
腎臟學精要/蔡任弼總編輯 .-- 初版 .- 花蓮縣 :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206-8-4 (PDF)
愛,不愛,不再愛/米歇爾.布許(Michel
Puech)著; 納塔拿埃爾.米可(Nathanaël
Mikles)繪; 趙德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積木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9-300-2 (EPUB)
奧丁期貨聖典之山川戰法全書: 本書
顛覆你對期貨領域所有認知 建議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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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86-2
(PDF)
愛永不止息/甘堅信(Kenneth E. Hagin)
原著 .-- 一版 .-- 臺中市 : 瑞瑪出版,
11004 .-- 40 面; 1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36-0-2 (平裝)
極目田野/丘延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汪達數位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3357-5-1 (EPUB)
當代名導的電影大師課/勞倫.帝拉德
(Laurent Tirard)著; 但唐謨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86-2-2 (EPUB)
亂世的揭幕者: 董卓傳/李柏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地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2-345-5 (EPUB)
零失敗!低熱量的保鮮盒冰淇淋食譜:
用微波爐在自家重現手作冰淇淋專
賣店的極致美味/木村幸子(Sachiko
Kimura)著; 楊裴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881-6 (EPUB)
零失敗!低熱量的保鮮盒冰淇淋食譜:
用微波爐在自家重現手作冰淇淋專
賣店的極致美味/木村幸子(Sachiko
Kimura)著; 楊裴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883-0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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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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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

用(Ingrid Kleindienst-John)著; 陳宣名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22-8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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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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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堡壘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22-9-6 (EPUB)
愈成熟,愈天真: 與自己的內在小孩
重逢/吳若權作 .-- 首版 .-- 臺北市 :
悅知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46-0-9 (EPUB)
遇見自在優雅的自己/張德芬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26-3 (PDF)
意志與命運: 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
論/樂蘅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大出版中心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0-453-5 (PDF)
跟我學 Excel 2010/王筱瑜, 江高舉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09-1 (PDF)
跟我學 Office 2010: 將 Office 從個人
文書處理提昇至雲端應用 /江高舉,
郭姮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810-7 (PDF)
跟我學 PowerPoint 2010/李毓卿, 郭姮
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13-8 (PDF)
跟我學 Word 2010/林定杰, 郭姮劭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16-9 (PDF)
意志鍛鍊: 10 個磨練鋼鐵心智、永
保巔峰的海豹部隊戰勝心法/布蘭特.
格里森(Brent Gleeson)著; 陳玟諺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64-1
(EPUB)
會玩才會學/彼得.格雷(Peter Gray)作;
吳建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054-91-1 (PDF)

臺北市 : 外貿協會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95-435-3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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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56-1 (EPUB)

極度吸睛: 上台不冷場,重量級講師
教你的精準說話課/曾培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05-3 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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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57-8 (PDF)

新約希臘文中文彙編/王子仁主編 .-臺中市 : 浸宣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967-1-9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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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武田侑大, 岩崎美苗
子著; 林信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8-94-0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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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武田侑大, 岩崎美苗
子著; 林信帆譯 .-- 初版一刷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8-95-7 (PDF)
*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.
一. 110 年度/夏良宙主編 .-- 初版 .-屏東縣 : 育宙農業生技, 11004 .-- 19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74-32 (平裝)
零股獲利術: 用 3 萬元當 700 家股
東,3 年賺 500%/張琨琳(小富爸爸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03-8-2 (PDF)
新南向市調系列: 印尼消費零售市場
商機調查. 電商市場與運動休閒用品
篇/彭科穎, 黃雅鈴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外貿協會, 110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95-434-6 (PDF)
新南向市調系列: 馬來西亞消費零售
市場商機調查. 電商市場與運動休閒
用品篇/彭科穎, 黃雅鈴, 莊品珊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外貿協會, 110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5-433-9
(PDF)
新南向市調系列: 越南消費零售市場
調查: 兼論 COVID:19 疫情下發展趨
勢及衍生商機/王蓁蒂作 .-- 初版 .--

想笑的時候再笑,才是我最可愛的樣
子: YouTuber「飽妮」施展電影宅魔
法,讓你成為最喜歡的自己(管他淑女
佳人還是蛇蠍魔女或魯妹)/飽妮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18-8
(EPUB)
想笑的時候再笑,才是我最可愛的樣
子: YouTuber「飽妮」施展電影宅魔
法,讓你成為最喜歡的自己(管他淑女
佳人還是蛇蠍魔女或魯妹)/飽妮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21-8
(PDF)
資 通 安 全 年 報 . 2020= 2020
Information security annual report/台灣
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電腦網路
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, 11004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39-1-0
(平裝) NT$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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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17-1 (EPUB)
解密禪宗心法: <<六祖壇經>>般若
品之三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62-7 (EPUB)
解密禪宗心法: <<六祖壇經>>般若
品之四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63-4 (EPUB)
運動營養學超入門(暢銷修訂版): 提
升運動成效最重要的是正確的營養
補給知識/岡村浩嗣著; 游念玲譯 .-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82-80-7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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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惱 10 秒就夠了: 不多想,凡事做了
再說!突破型編輯的工作術/松田紀子
著; 李璦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79-640-6 (EPUB)
愛滋味/詹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41-7 (EPUB)
愛滋味/詹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53-0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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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662-53-9 (EPUB)
溫暖的魄力: 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的從
醫初心/陳時中著; 李翠卿採訪整
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39-0 (EPUB)
溫暖的魄力: 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的從
醫初心/陳時中著; 李翠卿採訪整
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41-3 (PDF)
極聖冥道: 大地藏王佛/彌勒皇佛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彌勒皇教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752-99-5 (EPUB)
會跳舞的大象(經典暢銷版): 林裕森
的葡萄酒短篇/林裕森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02-6 (EPUB)
電腦繡花布料應用於智能化設計之
研究/施白峯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筆心視覺設計, 11004 .-- 12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58-2-3 (平
裝) NT$800
搖 滾 經 濟 學 / 亞 倫 . 克 魯 格 (Alan B.
Krueger )著; 林步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8-668-3 (PDF)
傲慢與偏見/珍.奧斯汀(Jane Austen)
著; 許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27-1 (EPUB)
傲慢與偏見/珍.奧斯汀(Jane Austen)
著; 許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33-2 (PDF)
*慈濟年鑑. 2020= Tzu-Chi almanac
2020/何日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花蓮
縣 : 佛教慈濟基金會, 11005 .-- 6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90-13 (精裝)
會賺錢的人,說話永遠二選一: 年收
破億的 20 個致富語法/金川顕教著;
張佳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6-584-8 (EPUB)
經濟學速成讀本/崔真淑著; 趙鴻龍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291-7 (EPUB)
經濟學速成讀本/崔真淑著; 趙鴻龍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292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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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9-89-3 (EPUB)
塔羅宮廷牌/伊索妮.朵恩著; 黃春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35-8 (EPUB)
塔羅宮廷牌/伊索妮.朵恩著; 黃春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37-2 (PDF)
塔羅解牌研究所/LUA 著; Shion 譯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楓 葉 社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293-1 (EPUB)
塔羅解牌研究所/LUA 著; Shion 譯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楓 葉 社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295-5 (PDF)
塔羅解牌研究所. 2, 牌面解讀祕技
/LUA 著; Shion 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294-8 (EPUB)
塔羅解牌研究所歐. 2, 牌面解讀祕技
/LUA 著; Shion 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296-2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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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83-3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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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48-990-1 (PDF)
解讀川普現象/汪宏倫, 榮劍, 吳玉山
等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04-4 (EPUB)
解讀川普現象/汪宏倫, 榮劍, 吳玉山
等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05-1 (PDF)
蛻變: 卡夫卡文學經典/法蘭茲.卡夫
卡(Franz Kafka)作; 李豫譯; 徐偉翔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5 .-約 17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78-9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199
蒙古文化通訊. 2021 年= Mongolian
culture bulletin/紀慧貞主編 .-- 新北
市 : 中華民國蒙古文化協會, 11005 .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27-0-3 (平裝)
實用食品工廠管理/施明智, 成安知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98-5
(PDF)
實用商法/洪瑞燦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99-2 (PDF)
與失智老人溝通之「情境模擬翻轉
教學法」課程手冊: 以「三大原則與
六大溝通技巧」為主/蔡碧藍作 .-初版 .-- 桃園市 : 長庚科大高齡暨健
康照護管理系(所), 11004 .-- 65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85-0-8 (平
裝)
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170-3 (EPUB)
與成功有約祕密版: 高效能人士的七
個習慣/西恩.柯維(Sean Covey)著; 顧
淑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171-0 (PDF)
綠色牢籠: 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
台灣記憶/黄胤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前衛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01-944-7 (PDF)
綜合機械加工實習/王金柱編著 .-初版一刷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4 .-- 3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32-1 (平裝)
與你襄遇: 數位寫真/林襄, 莉奈作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25-5 (EPUB)
與你襄遇: 數位寫真/林襄, 莉奈作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33-0 (PDF)
圖表+/韓明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11-4 (PDF)
說故事的人. 第二卷, 照見善的力量/
陳怡伶, 王純瑾, 蘇哲民, 吳曉紅, 鄭
茹菁, 黃子嫻, 蔡素美, 張素玉, 黃玉
櫻, 林瑋馨, 謝玉珠, 彭鳳英, 楊欣樺,
林綺紅, 蔡素玲, 林美宏, 顏吟修, 邱
麗雲, 卜堉慈, 張玉梅, 陳美蓮, 李佩
倫, 胡青青, 何淑麗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68-75-7 (EPUB)
與神同行的 8 個微習慣: 從混亂焦慮
到身心安頓,徹底美好生活的秘密/賈
斯汀.厄利(Justin Whitmel Earley)著;
劉卉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90-1-8 (EPUB)
豪記龍虎榜. 23/ .-- 臺南市 : 豪記影
視唱片, 11004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706-5-8 ( 平 裝 )
NT$150

與名人有約/國文科編輯小組編 .-臺南市 : 漢華文教, 11004 .-- 11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3-102-4
(平裝) NT$240

蜜莉雪兒詩集. 一/蜜莉雪兒
(Milyshel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蜜
莉雪兒創作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74-0-2 (EPUB)

與成功有約祕密版: 高效能人士的七
個習慣/西恩.柯維(Sean Covey)著; 顧
淑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對愛,一直以來你都想錯了: 學會愛
自己,也能安然去愛的 24 堂愛情心
理學/程威銓(海苔熊)著 .-- 初版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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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60-9 (EPUB)
瞄過一眼就忘不了的世界史: 高中老
師 x 神級 YouTuber 2,000 萬次點閱
的超人氣課程/山崎圭一著; 蕭辰倢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13-3 (EPUB)
瞄過一眼就忘不了的世界史: 高中老
師 X 神級 YouTuber 2,000 萬次點閱
的超人氣課程/山崎圭一著; 蕭辰倢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14-0 (PDF)
圖解多變量分析/陳耀茂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692-3 (PDF)
說話能力,決定你能談成多少生意/易
千秋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版, 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773-6 (平裝) NT$380
圖解個體經濟學: 經濟學特考的補教
名師教你從生活周遭探索經濟學魅
力無限的世界/茂木喜久雄著; 黃意
凌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2-63-0 (EPUB)
圖解國際標準驗證 ISO 45001:2018/
林澤宏, 孫政豊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726-5 (PDF)
圖解密碼學與資訊安全/余顯強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27-2 (PDF)
圖解植物系高蛋白能量食譜: 看圖備
料美味速成,66 種取代肉類,高纖、
營養、抗氧化的均衡蔬食提案/斐恩.
格林(Fern Green)著; 林雅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98-2 (PDF)

監獄行刑法/林茂榮, 楊士隆, 黃維賢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677-0
(PDF)

臺灣濕地學= Taiwanese Wetlands/林
幸助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台灣濕
地學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9525-3-8 (全套:平裝)

圖像與教化: 當代佛教傳記改編研究
/李芝瑩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古典,
11004 .-- 8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588-2-1 (平裝) NT$180

臺灣鐵路年鑑. 109 年= 2020 Taiwan
railways annual report/交通部臺灣鐵
路管理局編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臺鐵
局, 11004 .-- 74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291-6 (其他(隨身碟)) NT$950

監獄學: 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/楊士
隆, 林茂榮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676-3 (PDF)
夢蝶全集/周夢蝶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早安財經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99329-5-0 (全套:精裝)
NT$3500
領導者的數位轉型/馬可.顏西提
(Marco Iansiti), 卡林.拉哈尼(Karin R.
Lakhani)著; 李芳齡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44-4 (EPUB)
領導者的數位轉型/馬可.顏西提
(Marco Iansiti), 卡林.拉哈尼(Karin R.
Lakhani)著; 李芳齡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46-8 (PDF)
熄燈後請不要翻牌: 塔羅祕典/芭芭
拉.沃克(Barbara G. Walker)著; 林曉欽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02-5
(EPUB)
熄燈後請不要翻牌: 塔羅祕典/芭芭
拉.沃克(Barbara G. Walker)著; 林曉欽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06-3
(PDF)
精選特級冷笑話,保證笑不停/馮國濤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00-3
(EPUB)

精準演講: 從講稿準備到有效傳達,
讓觀眾記住你說的內容/瓊.戴茲(Joan
Detz)著; 張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出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5-62-1 (EPUB)

認識自己: 西洋哲學史. 卷二/理察.大
衛.普列希特(Richard David Precht)著;
周予安, 劉恙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4-20-1 (PDF)

銘傳應用中文/游秀雲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,
11005 .-- 251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84-24-2 (平裝) NT$350

臺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哲學學門之
「清代哲學」重要研究成果/張麗珠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37-1
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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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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城邦商業周刊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48-3 (PDF)
賞心悅沐: 數位寫真/沐妍作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015-9 (EPUB)
賞心悅沐: 數位寫真/沐妍作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6-016-6 (PDF)
潛水鐘與蝴蝶(暢銷 45 萬冊全新珍
藏 版 )/ 尚 - 多 明 尼 克 . 鮑 比 (JeanDominique Bauby)著; 邱瑞鑾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49-90-9
(EPUB)
撒古流專刊= Sakuliu special issue/尊
彩藝術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尊彩國際, 11006 .-- 48 面; 23X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00-7-6 (平裝)
樂在工作: 在工作中得到成功、財富
與幸福/丹尼斯.魏特利(Denis Waitley),
芮妮.薇特(Reni L. Witt)著; 尹萍譯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53-6 (EPUB)
樂在工作: 在工作中得到成功、財富
與幸福/丹尼斯.魏特利(Denis Waitley),
芮妮.薇特(Reni L. Witt)著; 尹萍譯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54-3 (PDF)
墨西哥灣千哩徒步行/約翰.謬爾
(John Muir)著; 王知一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09-91-0
(EPUB)
增肌減脂: 4+2R 代謝飲食法/王姿允,
急診女醫師其實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晨星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2-62-3 (EPUB)
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93-3
(EPUB)

數位貨幣的烏托邦/芬恩.布倫頓(Finn
Brunton)著; 許恬寧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24-90-6 (EPUB)

銷售達人快速成交筆記: 60 個銷售
成功故事(彩色版)/靜濤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讀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3-148-6 (PDF)

數位貨幣的烏托邦/芬恩.布倫頓(Finn
Brunton)著; 許恬寧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24-91-3 (PDF)

豬排與豬絞肉: 豬排、肉丸、漢堡排、
鑲肉及肉末的運用料理/宜手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293-7
(EPUB)

數位創新: 商業模式經濟學/何宗武,
薛丹琦, 謝佳真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52-4 (PDF)
*樂活の日語/呂麗秋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豪風, 11004 .-- 14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6-4-6 (平裝
附光碟片) NT$340
墨染水色雲山: 廖涵茵創作展專輯/
廖涵茵(明瑛)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唐門國際藝術集團, 11004 .-- 36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361-2-9
(平裝)
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(大本). 民國
111 年/正福堂造曆館, 蔡典宏編纂 .-南投縣 : 正福堂, 11004 .-- 51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59-6-4 (平
裝) NT$590
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(平本). 民國
111 年/正福堂造曆館, 蔡典宏編纂 .-南投縣 : 正福堂, 11004 .-- 4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59-7-1 (平
裝) NT$500
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(特大本). 民國
111 年/正福堂造曆館, 蔡典宏編纂 .-南投縣 : 正福堂, 11004 .-- 5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59-5-7 (平
裝) NT$690
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(專業版教師
用). 民國 111 年/正福堂造曆館, 蔡典
宏編纂 .-- 南投縣 : 正福堂, 11004 .-5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059-4-0 (平裝) NT$6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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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8-796-5 (EPUB)
劉彧詔書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
蓬萊生財錄/陳玉謹, 江玉平, 周庭安,
曾惟之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北中南
東設計團隊, 11005 .-- 1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88-0-5 (平裝)
寫給在 Alaska 的: 陳乙緁散文集/陳
乙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38-3 (PDF)
餓童家便當日常: 地方爸爸 88 道愛
的料理/沈軒毅(餓童)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63-0 (EPUB)
躺著就贏 人生就是不公平: 股魚最
強存股祕技/股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Smart 智富文化, 110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47-4-4 (EPUB)
誰 敢 說 女 人 是 弱 者 ( 彩 色 版 )/ 狐 狸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拓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11-141-1 (PDF)
誰想一個職位做到死: 12 個好習慣
讓你「升升不息」/徐書俊, 鄭一群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48-9 (EPUB)
蝴蝶熱: 一段追尋美與蛻變的科學自
然史/蘿賽(Sharman Apt Russell)著; 張
琰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62-472-2 (EPUB)
靜子/佐野洋子著; 陳系美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00-5
(EPUB)
靜子/佐野洋子著; 陳系美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01-2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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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信仰/黃裕祁著 .-- 1 版 .-- 屏東
縣 : 黃裕祁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17-2 (PDF)
諭言之書: 回答你心中所有的問題/
荷莉蔻.曼迪博(Jerico Mandybur)著;
Adig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681-8 (PDF)
駭客 ing: 網路犯罪世界的第一手紀
實/凱特.法茲尼著; 王惟芬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47-9 (PDF)
駭客 ing: 網路犯罪世界的第一手紀
實/凱特.法茲尼著; 王惟芬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51-6
(EPUB)
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: 火宅喻.
貳/釋證嚴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靜思人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03-7-4 (EPUB)
戰疫浮生錄: 新冠病毒威震八方的省
思/莊錦豪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32-5 (PDF)
餐桌上的蔬菜百科/潘瑋翔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78-8
(EPUB)
學校在窗外潮本: 網路時代版/黃武
雄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16-6-4 (EPUB)
學校在窗外潮本: 網路時代版/黃武
雄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16-7-1 (PDF)
盧恩符文占卜自學手冊/迪蕾妮雅.黛
薇絲(Delanea Davis)著; 謝明憲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66-5
(EPUB)
親密關係暴力/瑞秋.路易斯.斯奈德
(Rachel Louise Snyder)著; 張馨方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9-92-7 (EPUB)
錢復回憶錄典藏版. 卷一/錢復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64-2 (PDF)
錢復回憶錄典藏版. 卷一/錢復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67-3 (EPUB)
錢復回憶錄典藏版. 卷二/錢復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65-9 (PDF)
錢復回憶錄典藏版. 卷二/錢復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68-0 (EPUB)
錢復回憶錄典藏版. 卷三/錢復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66-6 (PDF)
錢復回憶錄典藏版. 卷三/錢復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69-7 (EPUB)
鋼 琴 電 影 名 曲 集 . 2= Piano screen
music. 2/全音編輯部編輯 .-- 再版 .-臺北市 : 全音樂譜, 11004 .-- 25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54-62-4
(平裝)
鋼 琴樂理課 程習題解 析 /陳加容編
著 .-- 新北市 : 知音音樂, 11006 .-- 7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15-02 (平裝)
機場總監告訴你 50 個飛機知識: 關
於機場基建、飛行、商務、法規、
營運的祕密/安德森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晨星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2-67-8 (EPUB)
親愛的房客電影劇照書/李孟庭作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29-3 (EPUB)
親愛的房客電影劇照書/李孟庭作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6-134-7 (PDF)
隨意鳥日子/BIRD ERA 鳥時代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07-7
(EPUB)
翰墨寄情/何銘華等四十四人著作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宋秉修, 11004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127 (平裝)

燕燕于飛: 最美的詩經英譯新詮/許
淵沖, 閻紅著; 許淵沖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麥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4-949-2 (EPUB)
賴聲川的創意學/賴聲川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678-2 (PDF)
蕭鸞眼淚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085-8
(EPUB)
隱生宙/郭霖文字.朗讀 .-- 1 .-- 臺北
市 : 愛文社, 11005 .-- 約 9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98-5-7 (線上
有聲書(MP3))
謊 言 之 瓶 / 凱 瑟 琳 . 埃 班 (Katherine
Eban)著; 高子梅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臉譜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5-947-1 (PDF)
臨床胸腔外科學/程建博總編輯 .-初版 .-- 花蓮縣 :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
法人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206-7-7 (PDF)
禪的轉句/白雲老禪師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千佛山白雲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31-9-2 (PDF)
營建年報. 2020/黃麗美執行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營建署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0-94-6 (PDF)
臉書、Google 都在用的 10 倍故事力
/麥可.馬格里斯(Michael Margolis)著;
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6-13-2 (PDF)
韓語文法精準剖析/姜炫和, 李炫妌,
南信惠, 張彩璘, 洪妍定, 金江姬作;
陳靖婷譯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4-157-7 (PDF)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48-991-8 (PDF)
賺錢公司的採購學: 產品要想賣得好,
先得買得好。懂採購,獲利比銷售賺
更多,下一個高階主管就是你。/肖瀟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12-1 (EPUB)
點燈的人/殷允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天下雜誌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98-681-2 (PDF)
藍老師職涯 50 問/藍如瑛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70-2
(EPUB)
雞胸肉: 雞柳、雞塊、雞丁、雞肉片、
雞 絞肉及雞 皮的運用 料理 / 宜手作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294-4 (PDF)
*雜貨風產品設計入門素材集/黃丹
怡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通用
設計應用發展協會, 11005 .-- 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80-4-0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990
薩提爾的對話練習/李崇建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10-5
(EPUB)
翻譯教學實務指引/廖柏森, 林俊宏,
邱羽先, 張裕敏, 張淑彩, 歐冠宇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77-0
(PDF)
蟹老闆の烘焙日誌/謝岳恩(蟹老闆)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,
11006 .-- 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1-02-5 (平裝) NT$150

鍾肇政大河小說論. 第一冊/錢鴻鈞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11-216-3 (EPUB)

關於一九八四/D.J.泰勒(D. J. Taylor)
著; 徐立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17-2 (EPUB)

韓劇樣貌: MOOKorea 慕韓國. 第 1
期/趙叡珍撰稿; 吳采蒨翻譯; 郭怡廷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48-984-0 (EPUB)

關於一九八四/D.J.泰勒(D. J. Taylor)
著; 徐立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20-2 (PDF)

韓劇樣貌: MOOKorea 慕韓國. 第 1
期/趙叡珍撰稿; 吳采蒨翻譯; 郭怡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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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於 建 築 的 探 索 = Exploration of
architecture/宋立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成大建築基金會, 11004 .-- 25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942-11 (精裝)
*藥師佛儀軌: <<琉璃水流>> : 彙編
自天法密意藏.心界光明之增飾=
༄༅། །དགོངས་གཏེར་ཐུགས་ཀྱི་ཀོང་གསལ་གྱི་ཟུར་རྒྱན་གནམ་ཆོས་ཉྱིད་ན
ས་ ཟུར་དུ་བསྱིགས་པ་སྨན་བླའྱི་ཆོ་ག་བཻཌརྱཱུ འྱི་ཆུ་རྒྱུན་བཞུགས་སོ། །/恰
美仁波切儀軌彚編; 堪布羅卓丹傑藏
譯中.審訂 .-- 初版三刷 .-- 臺北市 :
法源文化, 11004 .-- 22 面; 23X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853-4-1 (平裝)
NT$300
藝術本位治療研究法/雄恩.麥可尼夫
(Shaun McNiff)著; 吳明富譯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08-1 (PDF)
壞情緒,變好事的 5 堂正向心理課:
每天心情不打結,與自己和解的療癒
練 習 / 安 娜 貝 爾 . 岡 薩 雷 茲 (Anabel
Gonzalez)著; 江瑀, 歐宇倫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12-7
(EPUB)
藝術學思達/孫菊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38-3 (EPUB)
藝術學思達/孫菊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40-6 (PDF)
繪甜點/Connie au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506-5 (EPUB)
繪甜點/Connie au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507-2 (PDF)
藝想天開/平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皇冠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3-3728-7 (PDF)
鏡夢與浮花: 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讀
/鍾正道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06-6 (EPUB)

瀟灑走一回,自在人生: 傳奇蔡合城/
蔡合城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877-9 (EPUB)
瀟灑走一回,自在人生: 傳奇蔡合城/
蔡合城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878-6 (PDF)
警察組織基層人力招募遴選培訓與
適任研究/馬心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42-5 (PDF)
警 察攔檢法 制及案例 研析 / 蔡庭榕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53-1
(PDF)
蘇瀅無所畏 敢輸才會贏/蘇瀅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66-5
(EPUB)
躍然紙上的世界名畫-會說故事的
AR 擴增實境數位藝術創作: 劉為開
科技藝術展/劉為開著 .-- 新竹市 : 竹
宇印刷, 11004 .-- 3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286-7-6 (平裝)
攝影眼: 視覺語言的字彙與文法
/David duChemin 作; 陳亦苓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15-2 (PDF)
攝影眼: 觀點.構圖.氛圍掌控/David
duChemin 作; 沈昶甫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812-1 (PDF)
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/衛惠林, 劉
斌雄著 .-- 初版三刷 .-- 臺北市 : 中研
院民族所, 8901 .-- 28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32-91-1 ( 平 裝 )
NT$350

鏡夢與浮花: 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讀
/鍾正道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8909-7 (PDF)

魔藥調製聖典與現代應用指南: 神秘
學大師親授薰香、精油、花草精、
墨水、儀式皂、藥水、香粉的魔法
調 配 術 / 史 考 特 . 康 寧 罕 (Scott
Cunningham)著; 張家瑞譯 .-- 臺北市 :
柿子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6-05-0 (EPUB)

關鍵說話術: 成為談判高手必學的白
金法則/任琦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大拓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11-142-8 (PDF)

讀而自由: 安頓身心的 12 堂公民行
動課/陳夏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幼獅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9-230-5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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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書與生活/琦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4-60-3 (EPUB)
讀經示要/熊十力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691-6 (PDF)
變臉人/馬歇爾.埃梅(Marcel Aymé)著;
陳文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101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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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著; 吳書榆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898-4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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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著; 吳書榆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02-8 (PDF)
靈學與科學. 2: 靈靈逍遙遊 覺性種
子的萌芽/余依陽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43-7 (PDF)
與古典文學有約: 幽夢影/(清)張潮原
著; 李安綱, 趙曉鵬論述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7-23-2 (EPUB)
與古典文學有約: 小窗幽記/(明)陳眉
公原著 ; 李安綱, 趙曉鵬論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22-5 (EPUB)
中國思想通俗講話/錢穆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12-7
(EPUB)
孔子傳/錢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4-91-7 (EPUB)
攻心 18 步: 91 則非學不可的人性操
控術/白山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7-16-4 (EPUB)
Hero: 活出你內在的英雄/朗達.拜恩
(Rhonda Byrne)作; 王莉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05-9 (EPUB)

坐四望五,打造人生的黃金下半場/旭
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42-6-6 (EPUB)

麻理惠的整理魔法: 108 項技巧全圖
解/近藤麻理惠著; 游韻馨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598-4 (EPUB)

祕密天天練/朗達.拜恩(Rhonda Byrne)
作; 王莉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
智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75-602-8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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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799-1
(PDF)

人脈煉金術: 人力資源專家教你如何
經營優質人脈/劉武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7-12-6 (EPUB)

說三國,談管理,控全局/孫郡鍇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01-0
(EPUB)

與古典文學有約: 呻吟語/(明)呂坤原
著; 李安綱, 趙曉鵬論述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7-24-9 (EPUB)

我的自由,不自由?/鄭光明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4-90-0 (EPUB)

修練當下的力量/艾克哈特.托勒
(Eckhart Tolle)作; 張德芬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5-604-2 (EPUB)

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/彭明輝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013-4 (EPUB)

一針見血、兩針見骨,三針見閻王的
麻辣說話術/天空為限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7-06-5 (EPUB)

唐朝這樣讀真有趣/孫郡鍇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02-7 (EPUB)

與古典文學有約: 小窗自紀/(明)吳從
先原著; 李安綱, 趙曉鵬論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21-8 (EPUB)
與古典文學有約: 圍爐夜話/(清)王永
彬原著; 李安綱, 馬民書論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20-1 (EPUB)
靜思法雅思高頻字彙髓妙蓮華 法華
七喻: 火宅喻. 壹/釋證嚴講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303-6-7
(EPUB)
十 二 星 座 都 是 騙 人 的 !?/ 天 空 為 限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42-7-3
(EPUB)
UFO 最新真相: 原來,飛碟才是諾亞
方舟/蘇言, 徐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7-11-9 (EPUB)
老中醫的百寶袋: 美顏.養生.療傷.治
病小偏方/王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7-14-0 (EPUB)

八十憶雙親、師友雜憶(合刊)/錢穆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4-75-7 (EPUB)
英中筆譯. 1, 基礎翻譯理論與技巧/
廖柏森等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
文圖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32-578-7 (PDF)
英中筆譯. 2, 各類文體翻譯實務/廖
柏森等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
圖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32-579-4 (PDF)
永樂笑典: 保證笑聲不斷的笑料特選
輯/馮國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
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7-07-2 (EPUB)
地 表最強笑 話王之笑 個不停 / 二馬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42-9-7
(EPUB)
冷到大家都驚呆了!: 網路瘋傳笑話
特輯/二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7-15-7 (EPUB)
軍中樂園笑話總動員/馮國濤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
178
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05-8
(EPUB)
歪樓笑料趴: 有點不正經才開心/馮
國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08-9 (EPUB)
極品笑話大亂鬥: 太犯規了!連這種
梗都有?/馮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7-26-3 (PDF)
極品笑話大亂鬥: 太犯規了!連這種
梗都有?/馮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達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7-27-0 (EPUB)
想歪囉!優質成人笑話特選輯/馮國濤
編 .-- 初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42-8-0
(EPUB)
搞笑者聯盟: 宇宙最強笑話輯/馮國
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19-5 (EPUB)
大轉折: 決定中華民國命運的 700 天
/鄧賢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13-3 (EPUB)
夜風畫集.RAINBOW/夜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76-4
(EPUB)
三分鐘破案王: 動動你的腦/福爾摩
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10-2 (EPUB)
三分鐘推理王: 奇案妙解大搜查/福
爾摩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09-6 (EPUB)
奇案推理 180 題: 誰才是真兇?/狄人
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17-1 (EPUB)
秒殺!超推理: 兇手就是你!/福爾摩沙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18-8 (EPUB)
謎案快解: 三分鐘益智推理題/狄人
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7-25-6 (EPUB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