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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例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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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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類 

特藏 

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/ 李浴日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(李浴日

全集 ; 3) .-- ISBN 978-986-0799-15-6 

(平裝) NT$520  

1.孫中山思想 2.戰略思想  005.18  

目錄學；文獻學 

夢溪筆談 / 沈括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好優文化, 11007 .-- 450 面; 21 公

分 .-- (好優文化) .-- ISBN 978-986-

06204-5-0 (平裝) NT$320  

1.夢溪筆談 2.注釋  011.08  

(圖解)一寫就成真!神奇高效手帳筆

記術 / 佐藤惠著 ; 蔡麗蓉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(翻轉學系列 ; 69) .-- ISBN 978-986-

507-472-2 (平裝) NT$320  

1.筆記法  019.2  

圖書資訊學；檔案學 

第 13 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

會議 : 跨域經緯.創新翻轉-圖書館與

數位人文的對話會議論文集 : 13th 

Conference 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

and sharing of Chinese resources : 

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dialogue 

between librari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

/ 國際合作組編輯 .-- 臺北市 : 漢學

研究中心, 11007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

- 部分內容為簡體字版 .-- ISBN 978-

957-678-699-0 (平裝)  

1.文獻數位化 2.資源共享 3.館際合

作 4.文集  028.07  

國學 

毛<<傳>>、鄭<<箋>>訓詁中的經學

建構與文本意識 / 王誠御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(中國學術思想

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1-2 冊) .-- 

ISBN 978-986-518-485-8 ( 下 冊 : 精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84-1 (上冊:

精裝)  

1.詩經 2.訓詁學 3.經學  030.8  

六朝女教問題研究 : 以才性、南北、

妒教為中心 / 曾美雲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冊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

刊. 三四編 ; 第 10-11 冊) .-- ISBN 

978-986-518-493-3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18-494-0 (下冊:精裝)  

1.婦女教育 2.魏晉南北朝  030.8  

中越儒學傳統現代轉化與價值路向

之比較研究 : 以梁漱溟和陳仲金為

例 / 阮壽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

234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

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13 冊) .-- ISBN 

978-986-518-496-4 (精裝)  

1.梁漱溟 2.陳仲金 3.學術思想 4.儒

學  030.8  

孔廣森<<禮學卮言>>研究 / 王元臣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6 面; 26 公

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四

編 ; 第 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

486-5 (精裝)  

1.(清)孔廣森 2.禮記 3.學術思想 4.研

究考訂  030.8  

先秦至南北朝家訓研究  / 張麗萍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14 面; 26 公

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四

編 ; 第 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

491-9 (精裝)  

1.家訓 2.研究考訂  030.8  

唐君毅之哲學治療學 / 李欣霖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218 面; 26 公分 .-- 

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

1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95-7 (精

裝)  

1.唐君毅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 030.8  

異端的儒學 : 李贄<<九正易因>>研

究論文集 / 袁光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

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7 冊) .-

- ISBN 978-986-518-490-2 (精裝)  

1.(明)李贄 2.學術思想 3.儒學  

030.8  

華嚴發菩提心思想研究 / 田健(釋德

安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64 面; 26

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

四編 ; 第 1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

497-1 (精裝)  

1.華嚴宗 2.佛教教理  030.8  

劉牧<<易>>學研究 / 盧秀仁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(中國學術思想

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4-6 冊) .-- 

ISBN 978-986-518-488-9 ( 中 冊 : 精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87-2 (上冊:
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89-6 (下

冊:精裝)  

1.(宋)劉牧 2.學術思想 3.易學  

030.8  

魏晉玄佛二家對傳統儒家教育之批

評及影響 / 曾美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

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9 冊) .-

- ISBN 978-986-518-492-6 (精裝)  

1.佛教 2.玄學 3.教育思想 4.魏晉南

北朝  030.8  

連續性出版品；期刊 

中國期刊 : 創刊詞錄 / 王修求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8-83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期刊 2.讀物研究 3.中國  050.1  

彰女學報. 第五期 / 黃煌智總編輯 .-- 

初版 .-- 彰化縣彰化市 : 國立彰化女

子高級中學, 11007 .-- 226 面; 2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1-36-3 (平裝) 

NT$480  

1.期刊  051  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 

台中扶輪社 65 週年社史 = Taichung 

Rotary Club 65th anniversary / 廖勝揮

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台中市台中扶輪

社, 11006 .-- 36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35-0-0 (平裝)  

1.國際扶輪社 2.臺灣  061.5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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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扶輪 3461 地區地區年度報告書. 

2020-21 年度 .-- 臺中市 : 國際扶輪

3461 地區總監辦事處出版 : 國際扶

輪 3462 地區 2020-21 年度總監辦事

處發行, 11006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025-3-6 (平裝)  

1.國際扶輪社 2.臺灣  061.51  

永和獅子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/ 呂

允在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國際獅子會

臺 灣 總 會 新 北 市 永 和 獅 子 會 , 

11006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91-0-6 (精裝) NT$1000  

1.國際獅子會  061.52  

典藏獅愛 / 陳麗鳳, 徐明德, 李清利, 

江達隆, 王瑞拱, 張瑞泰, 林齊國, 王

光祥, 張伯光, 方靜靜, 邱良進, 許富

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迪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89344-8-1 ( 平 裝 ) 

NT$480 .-- ISBN 978-986-89344-7-4 

(精裝) NT$1000  

1.國際獅子會 2.企業家 3.臺灣  

061.52  

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. 109

年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

金會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498-85-2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海峽交流基金會  068.33  

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年報. 

2020 = Daxi Wood Art Ecomuseum, 

Taoyuan annual report / 陳信慧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立大溪

木藝生態博物館, 11007 .-- 99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00-5 (平

裝) NT$220  

1.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 

069.9933  

普通論叢 

追夢興聞網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雄市 : 

菜根香出版社, 11009 .-- 106 面; 19

公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 

978-986-6169-65-6 (平裝)  

1.言論集  078  

第十三屆思維與創作暨第三屆語文

教學與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 / 林

登順, 陳英木, 戴榮冠, 高婉瑜, 鄭智

仁, 張仕旻, 陳光明, 林緁語, 胡融昀, 

陳佳君, 魏聰祺, 周碧香, 董淑玲, 何

儒育, 鍾美玲, 朱天, 郭璉謙, 王琅, 蔡

青芳編撰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南大學

國語文學系, 11006 .-- 37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2-1-1 (平裝) 

NT$500  

1.言論集  078  

張秋利論 24 節氣養生文化 / 張秋利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0 面; 23
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592-

752-3 (平裝) NT$250  

1.言論集  078  

哲學類 

總論 

來問問哲學家 : 你沒想到的好問題,

以及它們的答案 / 伊恩.奧拉索夫(Ian 

Olasov)作 ; 朱家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View ; 

VP00099) .-- ISBN 978-957-13-9187-8 

(平裝) NT$320  

1.哲學 2.通俗作品  100  

人慈 : 橫跨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,用

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 / 羅格.布雷格

曼(Rutger Bregman)著 ; 唐澄暐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80 面; 21

公分 .-- (Next ; 295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211-0 (平裝) NT$550  

1.哲學人類學  101.639  

學術思想概論 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/ 錢穆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

ISBN 978-957-14-7229-4 (第 1 冊:精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230-0 (第 7

冊:精裝)  

1.思想史 2.文集 3.中國  112.07  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/ 錢穆作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

ISBN 978-957-19-3277-4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9-3278-1 (第 7

冊:平裝)  

1.思想史 2.文集 3.中國  112.07  

中國學術思想史試題解析 / 劉原池

編撰 .-- 二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復文圖

書出版社, 11006 .-- 53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76-242-3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思想史 2.中國  112.09  

中國哲學 

*我所認識的易經. 四, 无妄至大壯十

卦漫談 / 毛炳生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毛炳生, 11007 .-- 31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86-5 (平裝) 

NT$360  
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 121.17  

易經說減重很簡單 : 減重名醫教你

運用易經的智慧,輕鬆達成減重的目

標 / 趙世晃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

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23

公分 .-- (勁草生活 ; 491) .-- ISBN 

978-626-7009-36-9 (平裝) NT$390  

1.易經 2.減重  121.17  

先秦儒家哲學中的情感 / 劉妮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

出版社, 11007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40-1-9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儒家 2.情感  121.2  

明公啟示錄 : 范明公解儒學六藝 : 中

華精英的蒙學教育 / 范明公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6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6-09-4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儒家 2.儒學  121.2  

四書白話註解  / 常熟朱麟公振評

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華藏

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8 .-- 729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6-8-5 (精

裝)  

1.四書 2.注釋  121.212  

孟子說故事. 一, 彩繪聖哲圖像 / 王

淑珍作 .-- 再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光

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兒童經典故事叢

書 ; 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768-91-1 (平裝) NT$160  

1.孟子 2.通俗作品  121.2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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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說故事. 二, 學習換個角度 / 王

淑珍文 ; 黃尹玟圖 .-- 再版 .-- 南投縣

草屯鎮 :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兒童

經典故事叢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-

5768-92-8 (平裝) NT$160  

1.孟子 2.通俗作品  121.26  

孟子說故事. 三, 推行仁政的理想 / 

王淑珍文 ; 黃尹玟圖 .-- 再版 .-- 南投

縣草屯鎮 :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兒

童經典故事叢書 ; 3) .-- ISBN 978-

986-5768-93-5 (平裝) NT$160  

1.孟子 2.通俗作品  121.26  

漫談<<道德經>> / 蘇定遠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4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8-10-1 (平裝) NT$550  

1.道德經 2.注釋  121.311  

黃海策略 / 陳玉玟, 陳木村合著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國立空中大學 , 

11007 .-- 2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827-8-8 (平裝) NT$380  

1.道德經 2.研究考訂 3.道德教育  

121.317  

道法自然 : 老子之道與佛法之道 / 杜

志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(Sunny 文庫 ; 134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09-5 (平裝) NT$300  

1.老子 2.道德經 3.佛教哲學 4.研究

考訂  121.317  

子非魚安知魚之樂? / 徐希絜文.圖 .-- 

二版 .-- [花蓮縣吉安鄉] : 牧于森工

作室, 11006 .-- 24 面; 18X18 公分 .-- 

(牧于藝漫畫繪本系列 ; 1) .-- ISBN 

978-986-06787-0-3 (平裝) NT$220  

1.莊子 2.漫畫  121.33  

五石之瓠 / 徐希絜文.圖 .-- 初版 .-- 

花 蓮 縣 吉 安 鄉  : 牧 于 森 工 作 室 , 

11006 .-- 32 面; 18X18 公分 .-- (牧于

藝漫畫繪本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

986-06787-2-7 (平裝) NT$220  

1.莊子 2.漫畫  121.33  

王陽明 : 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

哲學家 / 張君勱著 ; 江日新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哲

學) .-- ISBN 978-957-19-3280-4 (平裝)  

1.(明)王守仁 2.學術思想 3.陽明學  

126.4  

牟宗三哲學 : 二十一世紀啟蒙哲學

之先河 / 盧雪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700 面; 23 公分 .-- (哲學研

究叢書. 學術思想叢刊 ; 807022) .-- 

ISBN 978-986-478-480-6 ( 平 裝 ) 

NT$980  

1.牟宗三 2.哲學 3.學術思想  128.9  

西洋哲學 

哲學家,很有事? : 漫談蘇格拉底和

15 位小夥伴 / 賈辰陽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LEARN 系列 ; 57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173-1 (平裝) NT$320  

1.古希臘哲學 2.傳記 3.通俗作品  

140.99  

哲學家,很有事? : 趣談前蘇格拉底時

期的 18 位大奇葩 / 賈辰陽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(LEARN 系列 ; 56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72-4 (平裝) NT$320  

1.古希臘哲學 2.傳記 3.通俗作品  

140.99  

瞧 ! 這 個 人  : 尼 采 自 傳  / 尼 采

(Friedrich Nietzsche)著 ; 萬壹遵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2-934-4 ( 平 裝 ) 

NT$240  

1.尼采(Nietzsche, Friedrich Wilhelm, 

1844-1900)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 

147.66  

「在—世界—之中—存在」的時間 : 

海德格爾與康德的思想對話 / 潘兆

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1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21-9 (平

裝) NT$420  

1.海德格爾(Heidegger, Martin, 1889-

1976) 2.康德(Kant, Immanuel, 1724-

1804) 3.學術思想 4.哲學  147.72  

邏輯學 

基礎邏輯 / 周明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909-2 (平裝) NT$520  

1.邏輯  150  

心理學 

因為人類太奇怪,所以需要心理學 : 

其實,生活中 90%的問題,都可以靠心

理學解決! / 張憲鵬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28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752-3 ( 平 裝 ) 

NT$370  

1.心理學  170  

我的第一本圖解心理學  / 洪震宇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68-2-6 ( 平 裝 ) 

NT$349  

1.心理學  170  

幽靈、死亡、夢境 : 榮格取向的鬼

文本分析 / 安妮拉.亞菲(Aniela Jaffe)

著 ; 王一梁, 王浩威, 李毓譯 ; 王浩威

校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6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7-214-

5 (平裝) NT$520  

1.榮格(Jung, C. G.(Carl Gustav), 1875-

1961) 2.分析心理學 3.超心理學 4.無

意識  170.181  

感官駭客 : 如何用五感打造更快樂、

更 健 康 的 生 活  / 查 爾 斯 . 史 賓 斯

(Charles Spence)著 ; 陳錦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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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352 面; 23 公

分 .-- (科學新視野 ; 173) .-- ISBN 

978-626-7012-10-9 (平裝) NT$450  

1.感覺生理 2.生理心理學  172.2  

他小時候不是這樣,到底出了什麼問

題?拯救青春期焦慮症,26 個孩子不

曾說出口的祕密 / 黃依潔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724-0 (平裝) 

NT$320  

1.青少年心理 2.心理輔導  173.1  

我們的情緒. 7, 蓋賓的害羞泡泡 / 科

奇卡(Kichka)文  ; 蘇菲 .波姆(Sophie 

Bouxom)圖 ; 王晶盈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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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光點, 11008 .-- 32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7-93-9 (精裝)  

1.兒童心理學 2.情緒 3.繪本  173.1  

有毒的男子氣概 : 從希臘英雄、中

世紀騎士、英國仕紳與現代新好男

人,歷史如何層層建構「男人」的形

象 / 盧省言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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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68 面; 

21 公分 .-- (Spot ; 28) .-- ISBN 978-

986-06615-4-5 (平裝) NT$450  

1.男性氣概 2.性別研究 3.男性 4.歷

史  173.32  

死過一次才學會保護自己 / 艾妮塔.

穆札尼(Anita Moorjani)著 ; 祁怡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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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71-9 (平

裝) NT$350  

1.人格特質 2.同理心  173.7  

不害怕週一的內向人 : 發揮內向性

格優勢,安心脫離舒適圈,成為自在又

自信的人 / 安炫珍著 ; 陳彥樺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(大好時光 ; 46)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16-5 (平裝) NT$350  

1.內向性格 2.自我肯定 3.生活指導  

173.73  

設置 : 「精神分析」特定獨有之必

要工作條件 = Setting / 臺灣精神分析

學會 IPA 精神分析網路辭典英台翻

譯班作 .-- 一版 .-- 高雄市 : 無境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4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9-4-7 

(平裝) NT$360  

1.精神分析 2.精神分析學  175.7  

找到內在的平衡 : 人智學心魂鍛鍊

20 個練習  / 克勞斯 .亞當斯(Klaus 

Adams), 沃爾夫岡.瑞斯曼(Wolfgang 

Rißmann), 馬 克 . 羅 可 尼 契 (Marko 

Roknic)合著 ; 游奕楨, 韋萱, 蔡宜璇

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宇宙織錦股

份有限公司, 台灣人智學健康照護平

台整合協會, 11006 .-- 116 面; 21 公

分 .-- (Fresh 系列 ; CAF102) .-- ISBN 

978-986-06533-4-2 (平裝) NT$280  

1.心靈學 2.超心理學 3.靈修  175.9  

我們究竟是誰? / 藍慕沙作 ; 陳郁雯, 

廖啟凡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覺醒出

版 : 藍豐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44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77-1-

3 (平裝)  

1.心靈學 2.靈修  175.9  

新長征 : 發展值得保存的心智 / 藍慕

沙(Ramtha)著 ; 廖啟凡譯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覺醒出版 : 藍豐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7 .-- 128 面; 19 公分 .-- (藍慕

沙開悟學校. 爐邊系列) .-- ISBN 978-

986-06777-2-0 (平裝)  

1.心靈學 2.靈修  175.9  

靈學 : 揭開人體第三眼 : 天眼之謎與

靈界奧妙法則 / 許衡山靈學研究中

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恆善天下

心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

450 面; 21 公分 .-- (靈學系列叢書 ; 

S001) .-- ISBN 978-986-06838-0-6 (平

裝) NT$450  

1.超心理學 2.心靈學 3.靈修  175.9  

錯 不 在我  / 卡蘿 .塔芙 瑞斯 (Carol 

Tavris), 艾略特.亞隆森(Elliot Aronson)

作 ; 温澤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27-8 (平裝) NT$350  

1.認知心理學 2.欺騙  176.3  

一生都能好好記憶 : 哈佛神經科學

家寫給每個人的大腦記憶全書,遺忘

不是敵人,簡單練習,訓練記憶陪你走

的更遠 / 莉莎.潔諾娃(Lisa Genova)

著 ; 黃庭敏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280 面; 21 公分 .-- (新視野 ; 48) .-- 

ISBN 978-986-398-701-7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記憶 2.遺忘 3.健腦法  176.33  

超效率驚人記憶法 : 學會三種關鍵

訣竅,記憶就會像滾雪球般地增長 / 

多湖輝著 ; 林曜霆譯 .-- 初版 .-- [臺

北市] : 格致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

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4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93-1-

1 (平裝) NT$300  

1.記憶  176.338  

大腦養成記 = The making of the brain 

/ 蔡郁雯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蔡郁

雯, 11006 .-- 1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79-3 (平裝)  

1.思考 2.成功法 3.生活指導  176.4  

更有智慧 : 智慧,慈悲心和促進我們

優秀的科學根源  / 迪利普.傑斯特

(Dilip V. Jeste), 史考特 .拉菲 (Scott 

Lafec)著 ; 郭庭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本事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41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121-93-4 (平裝) 

NT$460  

1.智慧 2.同理心  176.4  

重點不是創意 : 賽斯.高汀的實踐心

法 / 賽斯.高汀(Seth Godin)作 ; 洪玉

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92-3 (平

裝) NT$360  

1.創造力 2.創造性思考  176.4  

精準解答 : 突破搜尋盲點,解決 90%

人生難題的思維能力 / 劉杰輝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

- (Unique 系列 ; 56) .-- ISBN 978-626-

7014-01-1 (平裝) NT$320  

1.思維方法 2.成功法  176.4  

轉大人微焦慮求生指南 / 布麗迪.蓋

勒格(Bridie Gallagher), 蘇.諾莉斯(Sue 

Knowles), 菲 比 . 麥 克 艾 文 (Phoebe 

McEwen)文 ; 張國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98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焦慮 2.青年 3.心理學  176.527  

情緒壓力診療室 / 夏一新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

限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I

健康 ; 55) .-- ISBN 978-986-06511-6-4 

(平裝) NT$300  

1.壓力 2.心理治療 3.個案研究  

176.54  

辦公室還有未來嗎 / 波波夫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(Think ; 

220) .-- ISBN 978-986-0742-71-8 (平裝) 

NT$340  

1.工作心理學 2.工作壓力  176.76  

天下第一奇書厚黑學大全集 / 李宗

吾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

社, 11009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02-9-7 (平裝)  

1.應用心理學 2.成功法  17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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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理心對話 : 增加談話深度的關鍵

技巧 / 瑟列斯特.赫莉(Celeste Headlee)

著 ; 連育德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工作生

活 ; BWL090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200-7 (平裝) NT$350  

1.人際傳播 2.溝通技巧  177.1  

一個就一個人 / 劉同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0-83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 177.2  

二八定律 : Pareto principle / 于珊主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 
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02-7-3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二十幾歲的你還好嗎? : 高敏感不是

只有你,而是整個世代都太不安 / 劉

船洋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78 面; 21
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749-3 (平裝) NT$35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人生有所謂,決斷無所謂 : 電通集團

CEO 唐心慧,做對決定,創造屬於自

己的幸福! / 唐心慧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5896-9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人生關鍵字 : 僧侶、醫師與哲學家

的智慧探索 / 馬修.李卡德, 克里斯多

福.安得烈, 亞歷山大.喬連安合著 ; 

李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1

公分 .-- (第一本 ; 107) .-- ISBN 978-

986-137-333-1 (平裝) NT$340  

1.自我實現 2.人生哲學  177.2  

已經在家了還是好想回家 : 真羨慕

蝸牛,因為他的家好近 / 權螺濱著 ; 

金希定繪 ; 翟云禾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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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67-8 (平

裝)  

1.生活指導 2.自我實現  177.2  

大難之後 : 留下來的我們如何修復

心碎,活出不被悲劇擊垮的人生 / 麗.

塞爾斯(Leigh Sales)著 ; 駱香潔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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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80-7 (平

裝) NT$360  

1.心理創傷 2.自我實現 3.報導文學  

177.2  

打敗一切的勇氣 : 跨越迷茫、怯懦、

畏懼、不安、焦躁的困境,我還能變

好 / 慕新陽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

福文化出版社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

(富能量 ; 18) .-- ISBN 978-986-5536-

79-4 (平裝) NT$36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自我疼惜的 51 個練習 : 運用正念,找

回對生命的熱情、接受不完美和無

條件愛人  / 克莉絲汀 .娜芙(Kristin 

Neff), 克里斯多弗 .葛摩 (Christopher 

Germer)作 ; 李玉信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93-955-6 (平裝) NT$320  

1.自我肯定 2.安全感  177.2  

自信心練習題 / 芭芭拉.馬克威, 西莉

亞.安佩爾著 ; 林師祺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200 面; 24 公分 .-- (Creative ; 166) .-- 

ISBN 978-986-179-676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自信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  177.2  

在崩潰前改寫自己的命運之書 / 亞

當.J.克茲作 ; 馮郁庭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 市  : 大 風 文 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1-0-3 (平裝) NT$380  

1.自我實現 2.創造性思考  177.2  

每一天都拉開差距 : 天才們的生活

駭客技巧 / 許成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(Think ; 221) .-- ISBN 

978-986-0742-70-1 (平裝) NT$340  

1.成功法 2.習慣  177.2  

走吧!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: 創造有

意義人生的 7 分鐘微行動 / 艾莉森.

路易斯 (Allyson Lewis)著  ; 顏和正

譯 .-- 第 3 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(心靈成長 ; 78) .-- ISBN 978-

986-398-698-0 (平裝) NT$36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我的世界我說了算 / 李少彤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

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1-4-

1 (平裝) NT$32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你的善良,不要浪費在不值得的人身

上 / 全大進著 ; 林芳如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288 面; 19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

692)(Upward ; 121) .-- ISBN 978-986-

5596-30-9 (平裝) NT$38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我是誰?發揮自我無限的內在力量 / 

魏鼎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樂果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32 面; 23

公分 .-- (樂健康 ; 25) .-- ISBN 978-

957-9036-34-4 (平裝) NT$280  
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靈修  

177.2  

你就好好當你自己 = You are the only 

one like you / 璽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39-7 (平裝) NT$350  
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怡然富足最吉運 / 太陽盛德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

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8 .-- 

192 面; 23 公分 .-- (超級生命密碼叢

書 ; 26) .-- ISBN 978-986-06449-1-3 

(平裝) NT$385  

1.成功法 2.靈修  177.2  

致富的秘密 / 李叙玧, 洪宙妍作 ; 牛

世竣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

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(Progress ; 12) .-- ISBN 

978-957-741-371-0 (平裝) NT$320  

1.成功法 2.財富  177.2  

恐懼,你好! : 百日無懼計畫,從膽小鬼

到勇敢做自己,開啟人生無限可能 / 

蜜雪兒.波勒(Michelle Poler)著 ; 邱碧

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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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164-7 (平裝)  

1.勇氣 2.自我實現 3.成功法  177.2  

專家之路 : 從學徒到大師 / 羅傑.倪

朋(Roger Kneebone)著 ; 許恬寧譯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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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 20 公分 .-

- (smile ; 173) .-- ISBN 978-986-0777-

14-7 (平裝) NT$380  

1.成功法 2.技能學習  177.2  

無所事事之必要 : 荷蘭 Niksen 幸福

生活學 / 奧爾嘉.麥金著 ; 王瑞徽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平

安叢書 ; 690)(Upward ; 119) .-- ISBN 

978-986-5596-24-8 (平裝) NT$350  

1.生活指導 2.生活方式 3.幸福 4.荷

蘭  177.2  

管他去死的人生整理魔法 / 莎拉.奈

特(Sarah Knight)著 ; 彭湘閔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195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窮人與富人的距離 0.05mm / 張禮文

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
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36 面; 21

公分 .-- (成功講座 ; 372) .-- ISBN 

978-986-392-384-8 (平裝) NT$320  

1.成功法  177.2  

養成 365 / 吳東翰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, 11006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376-240-9 (全套:

平裝) NT$490  

1.成功法 2.財富  177.2  

墨菲定律 / 張文成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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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7 .-- 

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36-80-0 (精裝)  
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謝謝你的存在 / 林裕珍著 ; 曾晏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19 公分 .-- (K

原創 ; 14) .-- ISBN 978-986-179-672-7 

(平裝) NT$38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一瞬間的貼心,將成為你一生的利器 : 

貼心舉動不是拍馬屁,而是付出更多

觀察與關心。人人都做得到的小事,

卻會大大改變你的一生。 / 井上裕

之作 ; 賴詩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Think ; 222) .-- ISBN 978-

986-0742-73-2 (平裝) NT$320  

1.人際關係 2.生活指導  177.3  

不合力量大 : 有來有往、分分合合

才能建立親密、韌性與信任的人際

關係 / 艾德.托尼克(Ed Tronick), 克勞

蒂亞.高德(Claudia M. Gold)著 ; 盧思

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顧問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41-0 (平裝) NT$350  

1.人際關係 2.人際衝突  177.3  

討好陷阱 : 心理諮商師的情緒解方 : 

有些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滿意,那就別

再嘗試討好他們 / 艾瑪.里德.特雷爾

(Emma Reed Turrell)著 ; 林怡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8 .-- 27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63-6 

(平裝) NT$380  

1.人際關係 2.生活指導  177.3  

讀心溝通術 : 如何從「口頭禪」判

斷對方個性?掌握七大技巧,立刻看

穿各種人! / 中村泰彥, 中尾信也作 ; 

張婷婷譯 .-- 二版 .-- [臺北市] : 格致

文化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6909-8-0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人際關係  177.3  

華頓商學院的情緒談判課 / 莫麗.塔

荷瑞波(Morvarid Taheripour)作 ; 周怡

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30-8 (平裝) NT$480  

1.談判 2.談判策略  177.4  

談判大師實踐寶典 : 提高知識、見

識、膽識,邁向人生勝利組 / 王時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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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6-07-0 (平裝) NT$350  

1.談判 2.談判策略  177.4  

重新詮釋人生風景 : 用敘事治療改

寫命運,為生活找到解方 / 秦安琪, 曹

爽, 梁瑞敬, 黃綺薇/綿綿, 葛思恆作 ; 

梁志君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張

老 師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教育輔

導系列 ; N-157) .-- ISBN 978-957-693-

956-3 (平裝) NT$360  

1.心理治療 2.心理諮商  178.8  

結構式遊戲治療之個案報告彙整 : 

概念化實務 / 鄭如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895-8 (平裝) NT$400  

1.遊戲治療 2.心理治療 3.個案研究  

178.8  

過好一個你說了不算的人生 : 未必

事事如意,依然天天開心!現代人必修

的自在心理學 42 講 / 張沛超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(心靈方舟 ; 32) .-- ISBN 

978-986-06779-1-1 (平裝) NT$380  

1.心理治療  178.8  

圖解家族治療 / 邱珍琬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931-3 (平裝) NT$320  

1.家族治療 2.心理治療  178.8  

美學 

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研討會論

文 集 . 二 O 二 一  = The 2021 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

aesthetics and art industry paper / 林昶

戎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國立臺東

大學美術產業學系, 11006 .-- 35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65-5-9 

(平裝) NT$800  

1.生活美學 2.產業發展 3.文集  

180.7  

倫理學 

人生雖苦,但還是值得活下去 / 岸見

一郎著 ; 涂紋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 0691

種)(Upward ; 120) .-- ISBN 978-986-

5596-32-3 (平裝) NT$320  

1.人生哲學  191  

人生大多是小事,沒有什麼了不起 / 

蔡瀾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

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

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165-4 (平裝)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人生很貴,請別浪費！ / 小野醬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



11 

 

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0-81-7 (平裝) NT$300  

1.人生哲學 2.職業婦女  191.9  

沒有甜橘子,那就來顆酸檸檬加糖吧 

/ 張笑恆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晶

冠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21

公分 .-- (智慧菁典 ; 22) .-- ISBN 978-

986-06586-2-0 (平裝) NT$360  
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 191.9  

我們誤解了自己 : 探索人生終極問

題的 66 則提問 / 濟群法師, 周國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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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97-3 

(平裝) NT$320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做有用的人,過有趣的人生 / 江連君

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多麗廣告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3565-2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管他的,走你自己的路! : Iku 老師的

「YES!OK!GO!」人生哲學 / 佐藤生

(Iku 老師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

裝本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(平裝本叢書 ; 第 523

種 )(iCON ; 58) .-- ISBN 978-986-

06301-8-3 (平裝)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廢話時代 : 儘管沉默是一種貢獻,瞎

掰也是一種表現 / 李文臣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727-1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關係力. 2 : 10%的關鍵人物成就 90%

的大事 / 李維文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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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52 面; 23

公分 .-- (職場方舟 ; 19) .-- ISBN 978-

986-06698-0-0 (平裝) NT$360  

1.人生哲學 2.人際關係 3.生活指導  

191.9  

心靈防疫 : 該打哪種疫苗?我選信念

疫苗 / 許添盛主講 ; 李佳穎, 齊世芳

執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許醫師作品 ; 40) .-- ISBN 978-

986-0707-39-7 (平裝) NT$390  

1.靈修 2.心身醫學  192  

平復疫情焦慮 : 面對風暴下的情緒、

家庭、工作與關係危機,如何化解內

在的不安與紛擾? / 愛心理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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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商周其他系列 ; BO0329) .-- 

ISBN 978-986-0734-96-6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為什麼只有我要正直善良? : 致為了

當好人而心累的你 / 金承煥著 ; 楊琬

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

(平安叢書 ; 688)(UPWARD ; 118) .-- 

ISBN 978-986-5596-25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修身 2.人際關係  192.1  

是非要溫柔 : 聖嚴法師的禪式管理

學 / 聖嚴法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法鼓文化, 11009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

- 大字版 .-- ISBN 978-957-598-924-8 

(平裝)  

1.修身 2.職場成功法  192.1  

最 大 的 祕 密  / 朗 達 . 拜 恩 (Rhonda 

Byrne)著 ; 王莉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方 智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方智好

讀 ; 142) .-- 典藏精裝版 .-- ISBN 978-

986-175-618-9 (精裝) NT$460  

1.靈修  192.1  

靈魂之書 / 馬克.尼波(Mark Nepo)著 ; 

蔡世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雁

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9-491-8 (平裝) NT$400  

1.靈修  192.1  

靈魂覺醒與生命體驗. 2, 共同創建新

地球 / 龍大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
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8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11-

8 (平裝) NT$400  

1.靈修  192.1  

求生慾超強的說話課 : 一本從感情

到職場都實用的溝通技巧,讓你「聲

控」人心 / 俞姿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751-6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 192.32  

抱歉,當時不該這麼對你說 : 給每次

說出口就後悔的你 / 朴民榮著 ; 陳彥

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

(平安叢書 ; 687)(溝通句典 ; 52) .-- 

ISBN 978-986-5596-23-1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溝通技巧 2.說話藝術  192.32  

要把話說到別人心坎裡 / 松橋良紀

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602-8 

(平裝) NT$280  
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 192.32  

問話絕技 : 問話能力,就是「解決問

題」的能力 / 松本幸夫著 ; 郭欣怡

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格致文化出

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909-7-3 (平裝) NT$300  

1.溝通技巧 2.說話藝術  192.32  

這樣說話很沒禮貌 / 吉原珠央作 ; 謝

敏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40 面; 21

公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5) .-- ISBN 

978-986-175-616-5 (平裝) NT$260  

1.說話藝術 2.人際關係  192.32  

結論說得漂亮,說服力 100% : 38 個

不被誤解的說話技巧,活用「倒金字

塔說話術」人際溝通無往不利! / 山

口明雄著 ; 周若珍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

系列 ; 73) .-- 暢銷新裝版 .-- ISBN 

978-986-507-485-2 (平裝) NT$320  

1.說話藝術 2.口才  192.32  

零秒反應力 : 逆轉腦中一片空白,臨

場應對不慌張! / 赤羽雄二著 ; 林心

怡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八方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18 面; 21 公

分 .-- (How ; 90) .-- ISBN 978-986-381-

228-9 (平裝) NT$320  

1.說話藝術 2.人際關係  192.32  

說話的內功 : 汲取世界 48 哲人的智

慧,八階段深度磨練言語的力量 / 申

度賢, 尹渡津作 ; 林侑毅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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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7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(地球

觀) .-- ISBN 978-986-384-561-4 (平裝)  

1.說話藝術 2.口才  192.32  

棒球驚嘆句. 3 / 陳志強, 羅國禎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86 面; 21 公分 .-- (名言集 ; 

17) .-- ISBN 978-986-178-552-3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格言  192.8  

善書、經卷與文獻. 四 / 王見川, 侯

沖, 吳瑾琿, 馬力, 王惠琛, 余翁作 ; 

范純武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3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00-40-2 

(平裝) NT$350  

1.勸善書 2.民間信仰 3.文獻  192.91  

明公啟示錄 : 范明公孝經開講. 2, 帝

王管理學與孝道文化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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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6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6-06-3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孝經 2.儒學  193.12  

企業倫理 : 內外部管理觀點與個案 / 

陳勁甫, 許金田著 .-- 三版 .-- [臺北

市 ] : 財 團法人 信義文 化基金 會 , 

11007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6471-2-1 (平裝)  

1.商業倫理 2.個案研究  198.49  

愛的藝術 : 探討愛的本質,一本學習

愛 的 聖 經  / 埃 里 希 . 佛洛 姆 (Erich 

Fromm)著 ; 梁永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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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9-982-1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愛  199.8  

宗教類 

宗教學 

鬼神.巫覡.信仰 : 宗教的動力心理學

八講 = Gods and ghosts : witchcraft as 

our deep tradition / 宋文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0 面; 21 公

分 .-- (宋文里作品集)(Master ; 78) .-- 

ISBN 978-986-357-213-8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宗教心理 2.現象學  210.14  

夢想的勇氣 : 通往美好未來的途徑 / 

教宗方濟各(Pope Francis), 奧斯丁.艾

夫賴格(Austen Ivereigh)著 ; 鄭煥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蓋曼群島

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

司出版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07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

(For2 ; 48) .-- ISBN 978-986-06615-2-1 

(平裝) NT$280  

1.宗教社會學 2.天主教  210.15  

解構前世密碼 : 你可以改變你的人

生 / 珊卓.安.泰勒(Sandra Anne Taylor)

作 ; 劉永毅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宇

宙花園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

公分 .-- (先驅意識 ; 3) .-- ISBN 978-

986-97340-9-7 (平裝) NT$380  

1.輪迴  216.9  

活 的 佛 陀 , 活 的 基 督  = Living 

Buddha,living Christ / 一行禪師(Thich 

Nhat Hanh)著 ; 薛絢譯 .-- 六版 .-- 新

北 市  : 立 緒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世紀

叢書) .-- 2021 年版 .-- ISBN 978-986-

360-177-7 (平裝) NT$280  

1.佛教 2.基督教 3.比較宗教學  

218.1  

佛教 

一本書讀懂所有佛經 / 妙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8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8-81-9 (平裝) NT$850  

1.佛教教理 2.佛教修持  220.1  

佛法教觀入門 / 宋智明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

171) .-- ISBN 978-986-0799-22-4 (平裝) 

NT$280  

1.佛教教理  220.1  

沉默的佛陀 : 佛陀教義的真髓 / 大川

隆法作 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學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8-4-0 (平

裝) NT$380  

1.佛教教理 2.佛教修持  220.1  

成佛之道講義 / 釋圓融編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 : 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 , 

11006 .-- 39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536-2-7 (平裝)  

1.佛教教理 2.成佛論  220.127  

茶禪一味 : 佛教成語的故事 / 中國佛

教文化研究所編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70) .-- ISBN 

978-986-0799-21-7 (平裝) NT$450  

1.佛教 2.詞典  220.4  

法鼓山年鑑. 2020 / 陳重光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

基金會, 11008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261-7-4 ( 精 裝 ) 

NT$800  

1.法鼓山 2.佛教團體 3.年鑑  220.58  

中古宗教經典與儀式研究  / 曹凌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35 面; 24 公分 .-

- (宗教學者經典 ; 20) .-- ISBN 978-

986-5600-33-4 (平裝) NT$600  

1.佛教 2.佛教儀注 3.文集  220.7  

魏晉南北朝佛教接受與禪理解 : 以

<<佛般泥洹經>>系為線索研究 / 劉

慧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5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00-34-1 (平

裝) NT$600  

1.佛教 2.文集  220.7  

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 / 南懷瑾講
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懷瑾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0-2-5 (平裝) 

NT$300  

1.華嚴部 2.佛教修持  221.2  

<<聖普賢行願王>>義疏  / 李學愚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悉曇吉

祥成就會, 11007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3903-7-8 (平裝)  

1.華嚴部  221.23  

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/ 徐醒民講 .-- 彰

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527-56-3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27-57-0 

(第 2 冊:平裝)  

1.方等部  221.34  

僧伽吒經臨摹本(全四卷) / (元魏)南

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.-- 新

北 市  : 玄 奘 印 刷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(臨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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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列 ; AS-12005) .-- ISBN 978-986-

06475-6-3 (平裝) NT$180  

1.方等部  221.35  

地藏菩薩本願經臨摹本(全三卷) / 

(唐)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.-- 

新北市 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84 面; 29 公分 .-- (臨摹本系

列  ; AS-12006) .-- ISBN 978-986-

06475-9-4 (平裝) NT$160  

1.方等部  221.36  

大智慧到彼岸 : 心經講記 / 釋寬謙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

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98-923-1 (平裝) NT$220  

1.般若部  221.45  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 / 斌宗法師

著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

北市大乘基金會, 11006 .-- 336 面; 21

公分 .-- (大乘叢書 ; A193) .-- ISBN 

978-986-06094-4-8 (平裝)  

1.般若部  221.45  

達賴喇嘛談心經 / 達賴喇嘛著 ; 鄭振

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(生活菩提 ; 18) .-- 好讀大字版 .-- 

ISBN 978-986-133-775-3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般若部 2.藏傳佛教 3.佛教說法  

221.45  

靜思法髓妙蓮華 : 法華七喻 : 窮子喻. 

貳 / 釋證嚴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靜 思 人 文 志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藏系

列) .-- ISBN 978-986-06741-1-8 (精裝)  

1.法華部  221.51  

大佛頂首楞嚴咒會譯(附:佛經辯冤

錄) / 常淨寫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財 團 法 人 臺 北 市 大 乘 基 金 會 , 
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大乘叢

書 ; B-190) .-- ISBN 978-986-06094-3-1 

(平裝)  

1.密教部  221.94  

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

大悲心陀羅尼經 / (唐)西天竺沙門伽

梵達摩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出版

社出版 :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藏佛教

會發行, 11007 .-- 62 面; 26 公分 .-- 

(佛經系列  ; 23) .-- ISBN 978-986-

06626-5-8 (平裝)  

1.密教部  221.96  

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/ 宗喀巴大師造 ; 

法尊法師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 法 人 臺 北 市 福 智 佛 教 基 金 會 , 

11007 .-- 3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3269-4-0 (平裝)  

1.中觀部  222.12  

達賴喇嘛釋中論 : 中觀根本慧論之

七日教授 / 達賴喇嘛作 ; 見悲青增格

西, 法明, 劉秋蘭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雪域出版社, 11007 .-- 376 面; 

15 公分 .-- (達賴喇嘛文集 ; 19) .-- 

ISBN 978-986-06477-2-3 (精裝)  

1.中觀部 2.藏傳佛教 3.佛教說法  

222.12  

梵網經懺悔行法 / 埔里圓通寺編 .-- 

臺中市 : 天熺出版社, 11006 .-- 30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7923-5-

6 (精裝)  

1.律藏  223.11  

四分比丘尼戒文對照 / 釋賢世, 釋見

鐻整理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伽耶山

基金會出版 ; 嘉義縣竹崎鄉 : 香光尼

眾佛學院發行, 11006 .-- 81 面; 26X36

公分 .-- (香光叢書. 律典篇 ; 2) .-- 

ISBN 978-986-98694-4-7 (平裝)  

1.佛教 2.戒律 3.比丘尼 4.四分律  

223.23  

拈花微笑 : 佛學典故的故事 / 李明權
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169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20-0 (平裝) NT$450  

 224.515  

相親 35 次 : 煩到離家出走逃去美國,

最後卻變成僧侶回來了! / 英月作 ; 

涂紋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32 面; 21

公分 .-- (Touch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231-7 (平裝)  

 224.519  

中國佛教寺廟寶藏 : 格物 = Treasures 

from Chinese Buddhist temples : 

seeking essence / 許志平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藏新藝術有限公司, 11006 .-

- 176 面; 3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579-2-8 (精裝) NT$4000  

1.佛像 2.佛教藝術  224.6  

證嚴上人衲履足跡. 二 0 二一年, 夏

之卷 / 釋德[]編撰 ; 釋德[], 釋德需撰
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出版

社, 11008 .-- 768 面; 21 公分 .-- (靜思

法脈叢書. 衲履足跡) .-- ISBN 978-

986-06413-6-3 (精裝) NT$400  

1.佛教教化法  225.42  

修學佛法的綱要 : 四預流支講義 / 釋

開仁, 溫宗堃合編 .-- 高雄市 : 高雄

市正信佛教青年會, 11006 .-- 81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36-3-4 

(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 225.7  

證果之路 / 無極禪化院, 南天虛原堂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虛原雜誌社, 

11007 .-- 15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58-0-1 (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 225.7  

隨緣開示 / 悟光和尚尼口述 ; 悟光精

舍編輯小組編輯 .-- 二版 .-- 高雄市 : 

悟光精舍, 11006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2070-4-1 (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關房札記 / 悟光和尚尼口述 ; 悟光精

舍編輯小組編輯 .-- 二版 .-- 高雄市 : 

悟光精舍, 11006 .-- 3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2070-5-8 (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觀音讚 / 林若築著作 .-- 臺中市 : 摩

西出版社, 11006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64-0-2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1.佛教修持  225.87  

六妙門修證全書 / 宋智明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151) .-- ISBN 978-986-0799-11-8 

(平裝) NT$450  

1.天臺宗 2.佛教修持  226.42  

那裡有一盞茶屬於你 / 悟澹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好的文化, 11007 .-- 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26-99-0 (平裝) NT$280  

1.禪宗 2.生活指導  226.65  

惠能南行 : 一天一則,<<指月錄>>、

<<續指月錄>>的禪宗故事與人生智

慧 / 楊惠南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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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2-14-7 (平裝) NT$400  

1.禪宗 2.人生哲學  226.65  

頓悟入道要門論 / 慧海禪師著 .-- 初

版  .-- 高 雄 市  : 宜 禾 學 佛 園 地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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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120-3-3 (平裝)  
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 226.65  

憨言呆語. 第七集, 你到底在做什麼:

回家的路 / 得憨(鄭源和)著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中華康堤禪修會 , 

11006 .-- 259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8695-3-0 (精裝)  
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 226.65  

淨心誡觀法 / (唐)道宣律師著 ; (宋)

允堪律師科 ; 冠科本校注 ; 釋法藏校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僧伽林文化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84 面; 21 公

分 .-- (在家律儀系列 ; Uh01) .-- ISBN 

978-986-06669-1-5 (平裝) NT$300  

1.律宗 2.佛教修持  226.7  

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: 文白並列本. 

IV / 創價學會原著 ; 台灣創價學會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價

文教基金會, 11007 .-- 91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566-78-0 (精裝) 

NT$750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信仰錄  226.875  

簡易教學 : 給新朋友 / 聖教新聞社教

學解說部原著 ;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價文

教基金會, 11007 .-- 112 面; 18 公分 .-

- (教學叢書 ; 16) .-- ISBN 978-957-

9566-80-3 (中冊:平裝) NT$80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信仰錄  226.875  

成佛捷徑 / 方力脩編著 .-- 修訂一

版 .-- 桃園市 : 方力脩, 11006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43-8996-4 (上冊:平裝) 

NT$600 .-- ISBN 978-957-43-8997-1 

(下冊:平裝) NT$60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  

禪修地圖 / 達賴喇嘛(Dalai Lama)著 ; 

項慧齡, 廖本聖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橡樹林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, 

11007 .-- 272 面; 22 公分 .-- (善知識 ; 

JB0010X) .-- ISBN 978-986-06555-6-8 

(平裝) NT$32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  

建立心類學 / 蔣悲桑佩著 ; 佛子譯 .-

- 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大千出版社 , 

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藏傳佛

學 ; TV1100701) .-- ISBN 978-957-447-

363-2 (平裝) NT$220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廣海明月 : 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. 第

四卷 / 宗喀巴大師造論 ; 日常老和尚

講述 ; 真如淺析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272 面; 15 公分 .-- 小開本 .-- ISBN 

978-986-06682-0-9 (50K 平裝) NT$240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空行母事業 : 證悟之路與利他事業

的貴人 / 蓮花生大士, 秋吉德千林巴, 

蔣揚欽哲旺波, 祖古.烏金仁波切, 鄔

金督佳仁波切等作 ; 扎西拉姆.多多

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眾生文化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0 面; 22 公

分 .-- (儀軌實修 ; 14) .-- ISBN 978-

986-06096-4-6 (平裝)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佛教、歷史、留學交流視角下的近

代東亞和日本 / 闞正宗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498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

系列 ; 94) .-- ISBN 978-986-5600-32-7 

(平裝) NT$600  

1.佛教史 2.文化交流 3.文集 4.東亞  

228.07  

日韓佛教史略 / 聖嚴法師著 .-- 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08 .-- 

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

921-7 (平裝)  

1.佛教史 2.日本 3.韓國  228.31  

留日見聞 / 聖嚴法師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08 .-- 51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22-4 (平

裝)  

1.佛教 2.日本  228.31  

一蓑風雨任平生 : 樹家風 立典範 守

志不動的德慈師父 / 葉文鶯, 陳美羿

等作 ; 王慧萍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

金會, 11007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56-4-3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釋德慈 2.佛教傳記  229.63  

道教 

統凡行天之道. 第三輯 / 桃園統天宮

撰集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統天宮, 

11007 .-- 5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280-3-8 (精裝)  

1.道教  230  

游真贊道 : 道教研究的新視域. 文化

卷 / 謝世維, 方韻慈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華人文

化主體性研究叢書 ; B3007) .-- ISBN 

978-957-17-3313-5 (平裝)  

1.道教 2.文化研究  230  

太上玄門日誦早壇功課經 / 李宇珊

編  .-- 初版  .-- 臺中市  : 李宇珊 , 

11006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32-8 (平裝) NT$480  

1.道藏  231  

基督教 

長征 : 米星如基督教文學選 = The 

long march : selected works of Mi 

Xingru's Christian literature / 米星如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周聯

華牧師紀念基金會, 11008 .-- 544 面; 

23 公分 .-- (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

成. 二十世紀篇 ; 20) .-- ISBN 978-

986-96263-7-8 (精裝)  

1.基督教 2.叢書  240.8  

創世記與我 / 李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天恩出版社出版 : 華府基督生命

堂發行, 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77-325-3 (第 4 冊:平裝)  

1.創世記 2.聖經研究  241.211  

箴言智慧書 : 一天 5 分鐘,90 天掌握

箴言的人生大智慧 / 盧俊義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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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智慧書系列 ; 19) .-- ISBN 978-

986-06390-8-7 (平裝) NT$420  

1.箴言 2.注釋  241.37  

新約與神的子民 / 賴特(N.T. Wright)

作 ; 左心泰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

園書房出版社, 11007 .-- 800 面; 22

公分 .-- (基督教起源與上帝議題 ; 

1) .-- ISBN 978-986-198-866-5 (平裝)  

1.新約 2.聖經研究  241.501  

羅馬書動起來! / 洪中夫, 蔡宇倫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 

11008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98-861-0 (平裝)  

1.羅馬書 2.聖經研究  241.7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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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學旅人 : 神學人的朝聖之旅 / 林鴻

信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

出版社, 11008 .-- 352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98-863-4 (平裝)  

1.神學  242  

基 督教义 的根基  / 狄亚特 (Arthur 

DeKruyter)作 ; 雷恩(Amy Lay)译 .-- 

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華人基督教育基

金會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簡

體字版; 正體題名:基督教義的根基 .-

- ISBN 978-986-83812-7-8 (平裝)  

1.神學  242  

基 督教義 的根基  / 狄亞特 (Arthur 

DeKruyter)作 ; 賴呂巧姿(Amy Lay)

譯 .-- 修訂三版 .-- 新北市 : 華人基督

教育基金會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3812-6-1 (平裝)  

1.神學  242  

從孔孟弟子到耶穌門徒 : 一項關於

曾寶蓀基督宗教信仰的研究 / 張樂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32 面; 23 公

分 .-- (史學研究叢書. 歷史文化叢刊 ; 

602019) .-- ISBN 978-986-478-483-7 

(平裝) NT$500  

1.曾寶蓀 2.基督教 3.信仰 4.女性 5.中

國  242.42  

耶穌會聖人彌撒經書 / 天主教耶穌

會編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

化事業, 11006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46-950-4 (平裝)  

1.天主教 2.禮儀  244.2  

主 kap 我 ê 心靈筵席 / 高英男著 .-- 

高雄市 : 高英男, 11007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08-3 (平

裝)  

1.基督教 2.祈禱 3.臺語  244.3  

在主內有分東西. 第二集, 蕃薯[]驚

落土爛 只求枝葉代代湠 / 駱維道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神出版社, 11007 .-- 

296 面; 26 公分 .-- (南神教會音樂系

列) .-- ISBN 978-986-98764-6-9 (平裝) 

NT$350  

1.聖詩  244.4  

信仰題問 / 賴效忠, 姜嶺合編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輔仁大學出版社 , 

11008 .-- 191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9-28-3 (平裝)  

1.信仰 2.基督徒  244.9  

疫情神學 : 在愛與盼望中邁向後疫

情時代 / 魏連嶽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 11007 .-- 160
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860-

3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愛  244.9  

*締造和平與非暴力 / 斯德望.賓次

(Stephen J. Binz)著 ; 劉滿堂, 陳靜怡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聞道出版社, 
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645-3-1 (平裝) NT$300  

1.基督徒 2.和平  244.9  

轉眼仰望 / 蕭祥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8

面; 23 公分 .-- (轉化 ; 3) .-- ISBN 978-

986-336-415-3 (平裝) NT$350  

1.基督徒 2.信仰  244.9  

上帝的榮耀之名 : 40 天靈修與神同

在  / 瑪麗 .福斯威爾 .洛克斯 (Mary 

Foxwell Loeks)著 ; 葉淑蘭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6 .-- 

272 面; 21 公分 .-- (靈修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400-377-8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 244.93  

身分認同與命定 : 啟示性禱告內在

醫治訓練手冊  / 珊卓菈 .施瑪柯頓

(Sandra Sellmer-Kersten) ; 林國仁譯 .-- 

一版 .-- 桃園市 : 社團法人臺灣以利

亞之家協會, 11007 .-- 64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6767-6-3 (平裝) 

NT$250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 244.93  

健康與痊癒的五關鍵 : 身心靈的盼

望 / 葛雷哥里.詹茲(Gregory L. Jantz), 

濟斯.沃爾(Keith Wall)著 ; 舉手網絡

翻譯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

人臺灣舉手網絡協會, 11007 .-- 119

面; 19 公分 .-- (療癒系列 ; T019) .-- 

ISBN 978-986-99206-1-2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基督徒 2.生活指導 3.自我實現  

244.93  

跟隨我 : 重拾門徒的初心 / 艾德華.

斯里(Edward Sri)著 ; 徐明慧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

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, 11008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(靈修系列 ; F0063) .-- 

ISBN 978-986-6036-71-2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 244.93  

忠信見證集 / 楊高有德著 .-- 再版 .-- 

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萬隆基督

的教會, 11007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30-0-4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基督徒 2.見證  244.95  

自我成長 GPS : 一段由自覺到轉念

的心路歷程一個化荊蕀為果實的展

翅 人 生  = Integrated self-optimizing 

process / 鄭篤定, 曹德芳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95-0-2 (平裝) NT$300  

1.基督徒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  

244.98  

職場轉化 =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/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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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

(30 天禱告手冊) .-- ISBN 978-986-

06298-8-0 (平裝) NT$120  

1.基督徒 2.職場 3.靈修  244.98  

青心吐義. I, 神殿中的青橄欖樹 / 青

心吐義筆耕小組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 : 腓 利 門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195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叢

書) .-- ISBN 978-986-06644-0-9 (平裝) 

NT$250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3.青少年  244.982  

關係目標 : 給基督徒的戀愛、婚姻、

性愛守則 / 麥可.陶德作 ; 蕭寶森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
版社, 11009 .-- 269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7-708-3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基督徒 2.兩性關係 3.婚姻  244.99  

七山攻略 : 神國法則闖七山 / 韓若柏

(Robert Henderson)作 ; 雲鴿譯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真 哪 噠 出 版 社 , 
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01-2-8 (平裝)  

1.教牧學 2.基督教  245  

五重職事 : 進入使徒性恩膏擴張神

的國 / 韓若柏(Robert Henderson)作 ; 

李佩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真哪噠

出版社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601-1-1 (平裝)  

1.教牧學 2.基督教  245  

走出埃及 : 深蹲曠野的牧養之路 / 我

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真哪噠出版

社, 11007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Meet ; 

8) .-- ISBN 978-986-06601-3-5 (平裝)  

1.教牧學 2.同性戀  24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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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門徒力 : 未來教會的增長關

鍵 / 莊舒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

園書房出版社, 11009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867-2 (平

裝)  

1.教牧學 2.青少年  245  

職場標竿 : 榮耀教會.全地轉化.消滅

貧窮 / 陳少民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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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328 面; 21

公分 .-- (當代管理叢書 ; 13) .-- ISBN 

978-957-556-907-5 (平裝)  

1.教牧學 2.基督教  245.6  

小人物大故事 : 高雄中會 90 周年紀

念 / 高雄中會主編 .-- 高雄市 : 財團

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 , 

11007 .-- 19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46-0-6 (平裝)  

1.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  

246.533  

从聆听到服事 : 建立教会的指引 / 狄

亚特(Arthur Dekruyter)着 ; 赖吕巧姿

(Amy Lay)译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

人基督教育基金會, 11006 .-- 180 面; 

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從聆

聽到服事:建立教會的指引 .-- ISBN 

978-986-83812-5-4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教會  247  

當我們同在一起 : 教會服事與機構

發展的靈性基礎 / 古倫神父(Anselm 

Grün), 吳信如合著 ; 吳信如, 鄭玉英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與北文化出

版社, 11006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- (生

命陪伴系列 ; LB011) .-- ISBN 978-

986-97488-7-2 (平裝) NT$260  

1.基督教 2.教會  247  

教會復興史 = The revival history of 

the church / 楊東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7 .-- 12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78-5 (平

裝)  

1.基督教 2.教會 3.歷史  247.09  

教會的公僕  : 湖南聖經學院簡史

(1916-1952) = "Servant to the church" : 

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uman Bible 

Institute(1916-1952) / 姚 西 伊 (Kevin 

Xiyi Yao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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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8 .-- 

208 面; 22 公分 .-- (歷史文化叢書 ; 

18) .-- ISBN 978-986-6131-66-0 (平裝)  

1.湖南聖經學院 2.歷史  247.7  

依納爵與你 : 學習基督徒的反省 / 艾

瑞克.傑生(Eric Jensen, S.J.)著 ; 黃美

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事

業, 11007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46-951-1 (平裝) NT$240  

1.聖依納爵(Ignatius, of Loyola, Saint, 

1491-1556) 2.天主教傳記  249.953  

其他宗教 

沉默卻關鍵的人物 : 一貫道基礎忠

恕臺灣開荒前人袁翥鶚的個案研究 / 

鍾雲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

治大學政大出版社, 11006 .-- 13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0-0-2 

(平裝) NT$240  

1.袁翥鶚 2.一貫道 3.傳記 4.中國  

271.6  

沉默卻關鍵的人物 : 一貫道基礎忠

恕臺灣開荒前人袁翥鶚的個案研究 / 

鍾雲鶯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忠恕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718-5-4 (平

裝) NT$200  

1.袁翥鶚 2.一貫道 3.傳記 4.中國  

271.6  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 : 一貫道疑問解

答 / 楊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

- 11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600-31-0 (平裝) NT$500  

1.一貫道  271.6  

法傳妙音 渡化迷津. 二 / 楊麗容(道

鎔)作 .-- 臺中市 : 劉孋出版 : 道觀苑

發行, 11007 .-- 516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76-2 (精裝)  

1.民間信仰  271.9  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 : 禪門日誦諸經 

/ 楊蓮福總編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340 面; 26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600-37-2 (平裝) NT$500  

1.民間信仰 2.宗教文化 3.史料 4.臺

灣  271.9  

組織與活動 : 臺南府城大觀音亭興

濟宮的發展與變化  = A study on 

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of Grand 

Guanyin Pavilion Xing-ji Temple in 

Tainan / 侯明福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財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

暨祀典興濟宮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

金會, 11006 .-- 17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344-3-5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組織管理 4.臺

南市  272.097  

臺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信仰與信仰

活動之研究 = Study on the religion 

and religion activities of Grand Guanyin 

Pavilion Xing-ji Temple in Tainan / 黃

鈴雅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

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

濟 宮 府 城 觀 興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, 

11006 .-- 1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344-2-8 (平裝) NT$360  

1.觀世音菩薩 2.民間信仰 3.臺南市  

272.43  

神話 

神話的力量 : 神話學大師坎伯畢生

智慧分享,讓我們重新認識神話、發

現自我、探索心靈的真理 / 喬瑟夫.

坎伯 (Joseph Campbell), 莫比爾 (Bill 

Moyes)著 ; 朱侃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9-496-3 (平裝) NT$500  

1.坎伯(Campbell, Joseph, 1904-1987) 2.

神話  2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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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96 面; 25

公分 .-- (漫畫神話故事)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06-4 (第 14 冊:平裝)  

1.希臘神話 2.羅馬神話 3.漫畫  

284.95  

術數；迷信 

專為初學者量身打造 : 超簡單易經

占卜 / 原來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

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勁草叢書 ; 489) .-- ISBN 

978-626-7009-07-9 (平裝) NT$399  

1.易占  292.1  

太陽行運全書 / 韓良露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南瓜國際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(韓良露生命占

星學院 ; 18) .-- ISBN 978-986-99379-

4-8 (平裝) NT$4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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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占星術  292.22  

恆星占星全書 : 探索人生的主題與

靈魂的目的 / 魯道夫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07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43-43-3 (平裝) NT$650  

1.占星術  292.22  

好命密碼. 預言解讀篇 / 愛德華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成嘉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567-3-4 (平裝) NT$280  

1.占卜 2.數字  292.9  

美好的 Maya 彩繪療癒卡 / 張元榛

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大村鄉 : 張元榛, 

11006 .-- 10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02-1 (平裝) NT$1300  

1.占卜  292.96  

塔羅星事 / 喬莉娜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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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7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(Future ; 

43) .-- ISBN 978-626-7012-02-4 (平裝) 

NT$480  

1.占卜 2.占星術  292.96  

初學達摩一掌經的第一本書 : 帶你

透視自己的人生功課 / 妙清居士, 王

德武(小武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靛

藍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3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9-8-9 (平

裝) NT$380  

1.命書  293.1  

八字學中階晉級講義 / 黃四明著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道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08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

(命理館 ; 5) .-- ISBN 978-986-7232-87-

8 (平裝) NT$580  

1.命書 2.生辰八字  293.12  

牛伯伯陪你讀<<心相篇>> / 黃崇城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

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牛伯伯

陪讀 ; 2) .-- ISBN 978-957-36-1586-6 

(平裝) NT$250  

1.相書  293.2  

面相筆記 / 沈全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8-06-4 (平裝)  

1.面相  293.21  

南山子宅論 = Homestead theory / 黃

鶴 仁 撰  .-- 新 北 市  : 南 山 書 屋 , 

11006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596-1-8 (平裝) NT$350  

1.相宅  294.1  

學玄空飛星風水,一本就上手 / 王信

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知青頻道

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424 面; 21 公

分 .-- (Easy quick ; 176) .-- ISBN 978-

986-488-218-2 (平裝) NT$360  

1.相宅  294.1  

盧尚大師談風水 : 住家形局和禍福 / 

盧尚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金大鼎

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(人相統御學 ; 13) .-- ISBN 

978-986-97217-8-3 (平裝) NT$450  

1.相宅  294.1  

日本東京「皇居」 : 真龍真穴大地

理 / 陳哲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陳

哲雄, 11006 .-- 96 面; 19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53-3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相墓 2.日本東京都  294.2  

日本的結界 : 陰陽師的祕密地圖解

謎 / 安倍成道著 ; 張宇心譯 .-- 增訂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(日本再發現 ; 19) .-- ISBN 978-986-

06511-8-8 (平裝) NT$320  

1.巫術 2.陰陽五行 3.日本  295.2  

聊天誌異 / 吳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財 團 法 人 大 眾 教 育 基 金 會 , 

11006 .-- 42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427-1-3 (平裝)  

1.奇聞異象 2.通靈術 3.靈修  297  

星際旅人的十三月亮共時同步曆 : 

電力的黃種子年 / 史蒂芬妮.南原稿 ; 

電力的紅蛇編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

市] : 三一二八生活美學文化創意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2548-6-1 ( 平 裝 ) 

NT$2000  

1.曆法 2.預言  298.12  

台灣神鬼實錄 : 流傳 400 年的民間

怪談,收錄東南西北神鬼故事、鬼怪

地圖、魔神仔插圖 / 胡說齋主人作 ; 

黃健和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西北國
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72-7-4 (平

裝)  

1.妖怪 2.臺灣  298.6  

自然科學類 

總論 

科學態度 : 對抗陰謀論、欺詐,並與

偽科學劃清界線的科學素養 / 麥金

泰爾(Lee McIntyre)作 ; 王惟芬譯 .-- 

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
出版社, 11007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

(科學與社會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

5470-07-4 (平裝) NT$450  

1.科學方法論  301.2  

用 237 片積木玩出 60 款進階的機械

組合 / 小悅讀編著 .-- 新北市 : 悅讀

名品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4 面; 
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25-6-3 

(平裝) NT$1050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自己的玩具自己做 : 用 STEAM 玩遊

戲也玩創意 / 崔延朱, 丁德榮著 ; 張

珮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16 面; 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82-4 (平

裝)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理科用語大聲公 / 信定邦洋作 ; 蔡婷

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1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10-5 (平

裝) NT$350  

1.科學 2.術語  304  

一生必修的科學思辨課  / 江才健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文化 ; 216) .-- 

ISBN 978-986-525-206-9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科學 2.文集  307  

萬物簡史. 上, 天地奇航 / 比爾.布萊

森(Bill Bryson)著 ; 師明睿譯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00 面; 21 公

分 .-- (科學天地 ; 178) .-- ISBN 978-

986-525-223-6 (平裝)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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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物簡史. 下, 生命擂台 / 比爾.布萊

森(Bill Bryson)著 ; 師明睿譯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00 面; 21 公

分 .-- (科學天地 ; 179) .-- ISBN 978-

986-525-224-3 (平裝)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  

生活科學大百科 / 涌井良幸, 涌井貞

美作 ; 陳聖怡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19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18-1 (平裝) NT$38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科 學 發 明 王 . 31 : 防 蚊 發 明 品  / 

Gomdori Co.文 ; Hong Jong-Hyun 圖 ; 

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8 面; 25

公分 .-- (漫畫科學先修班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12-5 (平裝) NT$300  

1.科學 2.漫畫  307.9  

強襲!東北虎的追擊 / 李國權作 ; 山

頂工作室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

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

160 面; 23 公分 .-- (X 極限挑戰王) .-- 

ISBN 978-986-0761-08-5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科學 2.漫畫  307.9  

跑跑薑餅人. 8, 神通廣大的科學 / 趙

珠熙文 ; 李泰榮圖 ; 徐月珠譯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168 面 ; 25 公 分  .-- 

(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599-9 (平裝) NT$30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妙妙喵生活圖解科學. 2, 超能微波爐 

/ 胡妙芬文 ; 朱家鈺, 呼拉王圖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042-6 (平

裝) NT$32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8.9  

妙妙喵圖解生活科學. 1, 消失的便便 

/ 胡妙芬文 ; 朱家鈺, 呼拉王圖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047-1 (平

裝) NT$32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8.9  

數學 

(升科大四技)數學(C)工職 : [歷年試

題+模擬考] / 杜雅棋編著 .-- 第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494-5 (平裝)  

1.數學  310  

(升科大四技)數學(C)工職完全攻略 / 

高偉欽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4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501-0 (平裝)  

1.數學  310  

*研究所講重點(線性代數(含歷屆經

典試題解析)) / 林緯編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04-00-

5 (上冊:平裝) NT$550 .-- ISBN 978-

626-7004-01-2 (下冊:平裝) NT$550  

1.線性代數  313.3  

商用微積分 / 蔡旭琛編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784-0 (平裝) NT$450  

1.微積分  314.1  

微積分演習指引 / 黃學亮編著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7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94-1 ( 平 裝 ) 

NT$720  

1.微積分  314.1  

投影幾何 / 魏義峰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1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31-39-3 (第 1 冊:平裝)  

1.投影幾何  316.7  

歐式選擇權定價 : 使用 Python 語言 / 

林進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67-

5 (平裝) NT$500  

1.數理統計 2.數學模式  319.5  

電腦資訊科學 

升科大四技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完

全攻略 / 李軍毅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6 .-- 41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02-7 (平裝)  

1.數位科技  312  

計算機概論 / 陳大仁編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用

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42-3 (平裝) 

NT$450  

1.電腦  312  

計算機組織/結構 / 葉明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竹市 : 偉文出版社, 11006 .-- 

8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79-9-1 (下冊:平裝) NT$880  

1.電腦結構  312.122  

大話 AWS 雲端架構 : 雲端應用架構

圖解輕鬆學 / 李秉鴻, 周廷諺, 何松

穎, 李建德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4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02-

2 (平裝)  

1.雲端運算  312.136  

網路封包大剖析 : HTTP 介面自動化

測試原理 / 肖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(DM ; 2133)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09-6 ( 平 裝 ) 

NT$680  

1.通訊協定 2.網際網路  312.162  

CSS 視覺辭典 / Greg Sidelnikov 原著 ; 

張雅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76-3 (平

裝)  

1.CSS(電腦程式語言) 2.網頁設計  

312.1695  

JavaScript 爬蟲新思路! : 從零開始帶

你用 Node.js 打造 FB & IG 爬蟲專案 

/ 林鼎淵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00-8 

(平裝) NT$600  
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 

312.1695  

Mike Cohn 的使用者故事 : 敏捷軟體

開發應用之道 / Mike Cohn 著 ; 使用

者故事志工群翻譯 .-- 1 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

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799-5 (平裝) NT$500  

1.軟體研發 2.使用者研究  312.2  

內行人才知道的系統設計面試指南 / 

Alex Xu 原著 ; 藍子軒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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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8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885-5 (平裝)  

1.電腦程式設計 2.個案研究 3.就業

輔導  312.2  

打通 RxJS 任督二脈 : 從菜雞前進老

鳥必學的關鍵知識 / 黃升煌(Mike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4-803-9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電腦程式設計 2.網頁設計  312.2  

架構師帶你做敏捷測試 : 在真正專

案中應用 / 王朝陽, 傅江如, 陸怡頤, 

陳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0 面; 23

公分 .-- (DM ; 2134) .-- ISBN 978-986-

0776-08-9 (平裝) NT$720  

1.軟體研發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2  

程式異味與重構 / 陳文輝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海潮文化, 11007 .-- 

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2724-6-0 (平裝) NT$250  

1.軟體研發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2  

C++程式設計的樂趣 : 範例實作與專

題 研 究 的 程 式 設 計 課  / Josh 

Lospinoso 原著 ; 張耀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7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883-1 (平裝)  
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C  

Go 學習手冊 / Jon Bodner 原著 ; 賴屹

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7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78-7 (平裝)  

1.Go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G6  

程式語言 / 林俊杰, 葉明貴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專

科用書  .-- ISBN 978-957-572-638-6 

(平裝) NT$400  

1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J3  

Python 架站特訓班 : Django 3 最強實

戰 /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886-2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AutoCAD 2022 電腦繪圖設計 / 陳坤

松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76-8 (平裝

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750  

1.AutoCAD 2022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

圖 3.電腦輔助設計  312.49A97  

(圖解)零基礎入門 Excel X Python 高

效工作術 / 金宏和實著 ; 許郁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2 公

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71) .-- ISBN 978-

986-507-475-3 (平裝) NT$350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2.Python(電腦程

式語言)  312.49E9  

Excel 2016/2019 商務應用必學的 16

堂課 / 吳燦銘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5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

828-2 (平裝) NT$550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Excel 2019 必學範例 : 大數據資料整

理術 / 全華研究室, 王麗琴著 .-- 初

版 .-- [新北市]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794-9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EXCEL 2019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Excel VBA : 最強入門邁向辦公室自

動化之路王者歸來 / 洪錦魁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07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0776-10-2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620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11-9 (下冊:平裝) 

NT$620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Excel 職場救星!從入門到進階完全

精通 / 施威銘研究室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旗 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12-677-5 (平裝) NT$590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大師級 Excel 取巧工作術 : 一秒搞定

搬、找、換、改、抄,資料分析一鍵

結果就出來,對方秒懂、服你專業。 

/ 望月實, 花房幸範著 ; 邱惠悠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2-72-5 (平裝) NT$360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Office 2016/2019 商務應用必學的 16

堂課 / 吳燦銘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

829-9 (平裝) NT$550  

1.OFFICE 2016(電腦程式) 2.OFFICE 

2019(電腦程式)  312.49O4  

SolidWorks 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. 1, 

基礎零件篇 / 吳邦彥, 鍾延勝, 鍾昌

睿, 邱莠茹, 王瑋紘, 吳旻珊, 林奕宸, 

武大郎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6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26-8 (平

裝)  
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  

312.49S678  

快速學會 SolidWorks 3D 創客表現 / 

林志鎰作  .-- 新北市  : 知果文化 , 

11008 .-- 5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225-7-7 (平裝)  
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  

312.49S678  

創客 3D SolidWorks 武功祕笈 / 林志

鎰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07 .-- 

5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-

146-7 (平裝)  
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  

312.49S678  

超實用 !業務 .總管 .人資的辦公室

WORD 必備 50 招省時技 / 張雯燕
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4-804-6 (平裝附光

碟片) NT$360  

1.WORD(電腦程式)  312.49W53  

ESP32xPython AIoT 大應用 / 施威銘

研究室作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12-671-3 ( 平 裝 ) 

NT$1299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.物聯

網  312.52  

輕課程輕鬆開發手機 App 點餐系統 : 

使用 App Inventor 2 結合 Google 表單 

/ 李春雄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76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87-

0 (平裝)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52  

資料結構 : 使用 Python / 蔡明志著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4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2-875-6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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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資料結構 2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

312.73  

Big Data 大數據分析使用 Power BI

視覺化應用與 Azure 雲端平台 / 劉

文琇, 許家祥, 嚴紹綺, 施毓雯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3-285-6 (平裝)  

1.大數據 2.資料探勘  312.74  

NoSQL 開發完美方案 : Redis+Docker

高性能虛擬化實戰 / 高洪岩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8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14-0 (平裝) NT$1200  

1.資料庫管理系統 2.資料庫  312.74  

極黑駭客專用的 OS : Kali Linux2 無

差別全網滲透 / 李華峰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07-2 (平裝) NT$780  

1.資訊安全 2.電腦網路  312.76  

Scratch 超人氣遊戲大改造 : 動腦想、

動手玩 ,讓程式與遊戲都變有趣! / 

Asobism 原著 ; 吳嘉芳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877-0 (平裝)  

1.電腦遊戲 2.電腦動畫設計  312.8  

超入門!AI 聲音姿態影像辨識大應用 

/ 施威銘研究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75-

1 (平裝) NT$999  

1.人工智慧 2.數位影像處理  312.8  

人工智慧導論實驗 / 余萍編著 ; 侯易

佑, 何敏煌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272-6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 312.83  

圖解 AI 與深度學習的運作機制 / 涌

井貞美著 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52-5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2.機器學習  312.83  

PyTorch 大神的深度學習攻略 : 核心

開發者親授!讓你少走彎路,快速培養

實戰能力 / Eli Stevens, Luca Antiga, 

Thomas Viehmann 著 ; 黃駿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12-673-7 (平裝) NT$1000  

1.人工智慧 2.機器學習  312.831  

深度學習基石書 / Jon Krohn, Grant 

Beyleveld, Aglaé Bassens 作 ; 黃駿, 哈

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78-2 (平裝) 

NT$650  

1.機器學習 2.人工智慧 3.Python(電

腦程式語言)  312.831  

機器學習(Lasso 推論模型) : 使用

Stata、Python 分析 / 張紹勳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70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76-7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1.機器學習 2.資料探勘  312.831  

機器學習的統計基礎 / 黃志勝作 .-- 

臺北市 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12-674-4 (平裝) NT$600  

1.機器學習 2.統計  312.831  

機器學習超應用 : 不只要看得懂,還

要能解決實際問題 / チーム.カルポ

作 ; 温政堯譯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72-0 (平

裝) NT$680  

1.機器學習 2.資料探勘 3.數學模式  

312.831  

機器視覺演 算法與應用  / Carsten 

Steger, Markus Ulich, Christian 

Wiedemann 總編輯 ; 新亞洲儀器技術

團隊翻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中市 : 新亞

洲儀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70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7009-1-

8 (平裝) NT$525  

1.數位影像處理 2.演算法  312.837  

詳細解說!人物「上色」步驟完全剖

析 : Clip studio paint pro 電繪技法大

全 / 乃樹坂くしお著 ; 王怡山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9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789-1 (平裝)  

1.電腦繪圖 2.電腦軟體  312.866  

天文學 

天文 100 問 : 最強圖解 X 超酷知識 : 

破解一百個不可思議的宇宙祕密  / 

周美吟, 歐柏昇文 ; 陳彥伶圖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(少

年知識家) .-- ISBN 978-626-305-058-7 

(精裝)  

1.天文學 2.宇宙 3.通俗作品  320  

星空 50 講 : 帶你探索宇宙 / 陳文屏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29-4 (平

裝)  

1.天文學 2.宇宙  320  

黑洞 : 扭曲時空之地 / 凱薩琳.布倫

戴爾(Katherine Blundell)著 ; 葉織茵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
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8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5-76-8 (平裝) NT$300  

1.黑洞 2.宇宙 3.物理學  323.9  

氣象大解密 : 觀天象、談天氣,解惑

常見的 101 個氣象問題 / 西蒙.金

(Simon King), 克萊爾 .納西爾 (Clare 

Nasir)著 ; 林心雅, 李文堯, 田昕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(知

的! ; 174) .-- ISBN 978-626-7009-05-5 

(平裝) NT$420  

1.氣象學  328  

氣候變遷 : 媒體再現與風險傳播 / 李

美華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

交通大學出版社, 11008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(科技與社會系列) .-- ISBN 

978-986-5470-06-7 (平裝) NT$380  

1.氣候變遷 2.媒體 3.風險傳播 4.文

集  328.8018  

臺灣極端氣候與天氣事件回顧與分

析. 2020 / 黃紹欽, 黃柏誠, 李宗融, 

吳宜昭, 王安翔, 于宜強作 .-- 第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

心, 11006 .-- 8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36-26-1 (平裝)  

1.氣象紀錄 2.氣象災害 3.降水  

328.9833  

物理 

光 : 傳遞訊息的使者 / 伊恩.A.沃姆

斯利(Ian A. Walmsley)著  ; 胡訢諄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
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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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5-77-5 (平裝) NT$300  

1.光 2.物理學  336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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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61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4-02-9 ( 下 冊 : 平 裝 ) 

NT$750  

1.電磁學 2.電磁波  338.1  

化學 

3 小時讀通基礎化學 / 左卷健男, 寺

田光宏, 山田洋一著 ; 陳怡靜譯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視

界 ; 255) .-- ISBN 978-986-5408-61-9 

(平裝) NT$320  

1.化學 2.通俗作品  340  

化學大圖鑑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

林筑茵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

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

面; 24 公分 .-- (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

列)(伽利略科學大圖鑑 ; 3) .-- ISBN 

978-986-461-252-9 (平裝) NT$630  

1.化學  340  

普通化學 / Steven S. Zumdahl, Donald 

J. DeCoste 原著 ; 何雍, 高憲明譯 .-- 

修訂九版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商聖智

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

11006 .-- 6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9282-93-2 (平裝)  

1.化學  340  

医用超洁净聚乙烯醇发泡体敷料之

创 新 设 计  = Innovative designs of 

medical hi-clean PVA foam dressings / 

黃慶成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巴斯特

製 藥 科 技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186 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

正體題名:醫用超潔淨聚乙烯醇發泡

體敷料之創新設計 .-- ISBN 978-986-

06790-1-4 (平裝) NT$480  

1.生醫材料  349.7  

醫用超潔淨聚乙烯醇發泡體敷料之

創 新 設 計  = Innovative designs of 

medical hi-clean PVA foam dressings / 

黃慶成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巴斯特

製 藥 科 技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18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90-0-7 (平裝) NT$480  

1.生醫材料  349.7  

地質學 

小小科學人 : 100 海洋大發現 / 傑羅

姆.馬丁(Jerome Martin), 艾力克斯.弗

斯(Alex Frith), 愛麗絲.詹姆斯(Alice 

James), 藍.庫克(Lan Cook), 米娜.雷希

(Minna Lacey), 莉潔.柯普( Lizzie Cope)

文 ; 多明尼克.拜隆(Dominique Byron), 

戴 爾 . 埃 德 溫 . 莫 瑞 (Dale Edwin 

Murray), 費德里柯.馬里亞尼(Federico 

Mariani), 蕭.尼爾森(Shaw Nielsan), 傑

克.威廉斯(Jack Willaims)圖 ; 王季蘭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8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03-

8 (精裝) NT$480  

1.海洋學 2.通俗作品  351.9  

大堡礁 / 海倫.斯凱爾斯(Helen Scales)

文 ; 豐風(Lisk Feng)圖 ; 賴雅靜譯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8 面; 3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09-0 (精

裝)  

1.珊瑚礁 2.海洋資源保育 3.通俗作

品 4.澳大利亞  354.6  

恐龍一億五千萬年 : 看古生生物學

家抽絲剝繭,用化石告訴你恐龍如何

稱霸地球 / 史提夫.布魯薩特(Steve 

Brusatte)著 ; 黎湛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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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4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17-9 (平裝) 

NT$540  

1.爬蟲類化石 2.動物演化 3.古生物

學  359.574  

生物學 

生命,如此美麗 : 向生物們學習「好

好活著」的秘訣 / 更科功著 ; 陳怡君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仲間出版, 遠
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264 面; 23 公分 .-- (Finder ; 2) .-- 

ISBN 978-986-98920-7-0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生命科學  360  

何謂活著? : 探索生命的邊界 / 卡爾.

齊默(Carl Zimmer)作 ; 吳國慶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鷹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52 面; 23

公分 .-- (鷹之喙 ; 3) .-- ISBN 978-986-

06821-0-6 (平裝) NT$520  

1.生命科學  360  

達克比辦案. 10, 鬼屋美人魚 : 人類

構造的演化與返祖現象 / 胡妙芬文 ; 

柯智元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

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3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48-8 

(平裝) NT$320  

1.生命科學 2.漫畫  360  

實用生物學 / 賴靜瑩, 周東賢, 朱家

慧, 劉薏蓉, 甘士欣, 張讚昌, 沈俊安, 

沈佳錚, 江嘉純, 蔡咏蓁, 詹婉卿, 周

鴻騰合著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

企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60-9 (平

裝) NT$500  

1.生命科學  360  

小康軒點讀館 : 達爾文 / 瑪麗亞.伊

莎貝爾.桑切斯.維格拉文 ; 馬克.霍夫

曼圖 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 軒 文 教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

夢想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11-9 (精裝)  

1.達爾文(Darwin, Charles, 1809-1882) 

2.傳記 3.演化論 4.通俗作品  362.1  

斑斑的大海奇緣 = Ban-Ban's big sea 

adventure / 郭希得, 陳淑和, 陳莉香, 

Daniel Davies 文字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

東縣林邊鄉 : 屏東縣林邊鄉崎峰國

民小學,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

景區管理處, 11007 .-- 11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12-2 (精裝)  

1.溼地 2.魚產養殖 3.生態保育區 4.

繪本  367.8314  

知道了更有趣的微生物圖鑑 / 鈴木

智順著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32-7 (平裝)  

1.微生物學 2.通俗作品  369  

食品微生物學 / 郭嘉信, 林文源, 詹

鴻得, 陳坤上, 何偉瑮, 李明彥, 吳許

得, 陳桐榮, 陳名倫, 汪復進合著 .-- 

七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2-767-8 (精裝) NT$4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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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食品微生物  369.36  

植物學 

繪本探索書 : 榕樹爺爺要去哪兒 / 楊

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59-7 (平

裝)  

1.樹木 2.學前教育  370  

孩籽.聽種子的故事 = Seeds : a story 

of eras / 楊富鈞, 吳筱曼, 蔡孟穎, 許

毓純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

博物館, 11006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340-0 ( 平 裝 ) 

NT$490  

1.種子 2.植物 3.博物館展覽  371.75  

台灣四季青草誌 / 李嘉梅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8 .-- 

472 面; 26 公分 .-- (Good life ; 48) .-- 

ISBN 978-986-06690-8-4 ( 平 裝 ) 

NT$880  

1.藥用植物 2.青草藥 3.植物圖鑑 4.

臺灣  376.15025  

臺 灣 木 質 藤 本 多 樣 性  = Liana 

diversity in Taiwan / 楊勝任, 陳柏豪

著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, 

11006 .-- 584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5455-38-5 (精裝) 

NT$1500  

1.蔓藤植物 2.臺灣  377.04  

姑婆芋與它的親戚小百科  = Little 

encyclopedia of giant taro and it's 

relatives / 朱進財圖文 .-- 屏東市 : 嘰

呱工作室, 11007 .-- 114 面; 23 公分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799-0-8 

(平裝)  

1.天南星目  377.2118  

真菌微宇宙 : 看生態煉金師如何驅

動世界、推展生命,連結地球萬物 / 

梅林.謝德瑞克(Merlin Sheldrake)著 ; 

周沛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果力文

化,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36-2-7 (平裝) NT$320  

1.真菌  379.1  

動物學 

公的還是母的?動物比較圖鑑 / 高岡

昌江文 ; 友永太郎圖 ; 張東君譯 .-- 

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28-1 (精

裝) NT$500  

1.動物學 2.通俗作品  380  

沒路用動物 / 菲利浦.邦廷作 ; 劉維

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03-906-9 (精裝)  

1.動物 2.繪本  380  

哪個是哪個? : 動物比較圖鑑 / 高岡

昌江文 ; 友永太郎圖 ; 張東君譯 .-- 

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05-2 (精

裝) NT$480  

1.動物學 2.通俗作品  380  

繪本探索書 : 動物朋友來過冬 / 楊惠

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61-0 (平

裝)  

1.動物 2.學前教育  380  

繪本探索書 : 小 Q 的蝴蝶夢 / 楊惠

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58-0 (平

裝)  

1.昆蟲 2.學前教育  387.7  

繪本探索書 : 誰來摘蘋果 / 楊惠君執

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19-56-6 (平裝)  

1.昆蟲 2.學前教育  387.7  

繪本探索書 : 選我!選我! / 楊惠君執

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19-49-8 (平裝)  

1.甲蟲 2.學前教育  387.785  

瓢蟲圖鑑 = Ladybug / 林義祥(嘎嘎), 

虞國躍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52 面; 23 公

分 .-- (台灣自然圖鑑 ; 24) .-- ISBN 

978-626-7009-30-7 (平裝) NT$790  

1.甲蟲 2.動物圖鑑  387.785025  

知高圳生物多樣性圖說. 卷 I, 蝴蝶 : 

台中市烏日區知高圳步道蝴蝶多樣

性  = Zhigaozhen Trail biodiversity 

photobook. volume 1, butterfly : 

companion volume to butterfly diversity 

in the Zhigaozhen Trail,Taichung 

City,Wuri District / 陳寶樹, 劉中慧撰

文  .-- 初版  .-- 臺中市  : 陳寶樹 , 

11007 .-- 5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68-7 (平裝)  

1.蝴蝶 2.臺中市烏日區  387.793  

台灣野鳥圖鑑. 陸鳥篇 = Wild birds 

of Taiwan / 廖本興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(台灣自然圖鑑 ; 

20) .-- ISBN 978-626-7009-03-1 (平裝) 

NT$890  

1.鳥 2.動物圖鑑 3.臺灣  388.833025  

繪本探索書 : 小燕子找新家 / 楊惠君

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52-8 (平裝)  

1.雀形目 2.學前教育  388.894  

海象鯨 = Odobenocetops / 蔡政修作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6-089-7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1.海象科 2.動物演化  389.7  

人類學 

彼岸 /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、牙醫

系 108 級同學編著 .-- [高雄市] : 高

雄醫學大學解剖學科, 11007 .-- 125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05-51-

7 (平裝)  

1.人體解剖學 2.文集  394.07  

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? : 認知神經

科學之父葛詹尼加對意志的大哉問 / 

葛詹尼加(Michael S. Gazzaniga)著 ; 

鍾沛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7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貓頭鷹

書房 ; 239) .-- ISBN 978-986-262-497-

5 (平裝) NT$450  

1.腦部 2.認知心理學  394.911  

腦的應用科學 : 一本講透大腦結構、

解析腦力關鍵、助你掌握 AI 時代的

大腦活用術 / 茂木健一郎著 ; 林冠汾
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勁

草生活 ; 481) .-- ISBN 978-626-7009-

00-0 (平裝) NT$3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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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腦部 2.神經學  394.911  

不可思議的人體 : 讓醫學博士告訴

你正確的人體知識與不可思議之謎 / 

荻野剛志堅修 ; 伊之文譯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勁草生活 ; 

482) .-- ISBN 978-626-7009-39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人體學 2.通俗作品  397  

搞懂內分泌,練成你的易瘦體質 : 不

節食、不斷醣、不生酮、不吃藥、

不需要制式菜單,打造這輩子都胖不

了的瘦身術! / 蔡明劼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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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73-

9 (平裝)  

1.內分泌學 2.內分泌系統 3.減重  

398.6  

應用科學類 

總論 

新興能源產業年鑑. 2021 = Emerging 

energy industry yearbook. 2021 / 王孟

傑, 陳志洋, 石蕙菱, 楊宛蓉, 林晏平, 

陳怡靜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
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

國際策略發展所出版 ; 臺北市 : 經濟

部技術處發行, 11007 .-- 22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67-9 (平

裝) NT$6500  

1.能源技術 2.產業發展 3.年鑑  

400.15058  

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. 第 13

屆 = The 13th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-

industry cooperation conference 

proceedings /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

系(所)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

局, 11006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部分

內容為英文  .-- ISBN 978-986-363-

135-4 (平裝)  

1.產學合作 2.文集  403.07  

DLT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大會手冊

暨論文摘要集. 2021 = Symposium on 

digital life technologies / DLT 2021 數

位生活科技研討會作者群作 ; 王朱

福, 張保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

國立屏東大學, 11006 .-- 11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2-6-4 (平

裝) NT$350  

1.生活科技 2.數位科技 3.文集  407  

醫藥 

研究、試驗與隱私 : 以 26 個情境案

例,解析人體研究、人體試驗及臨床

試驗的相關法律與倫理議題 / 薛美

蓮, 蕭子健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

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, 11007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管理與法律系

列) .-- ISBN 978-986-5470-05-0 (平裝) 

NT$380  

1.醫學倫理學 2.人體實驗 3.醫事法

規 4.個案研究  410.1619  

藥林外史 / 鄭金生作 .-- 修訂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440 面; 21 公分 .-- (養生方

技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19-3279-8 

(平裝)  

1.中國醫學史  410.92  

自律神經失調 : 冷處理、抗發炎 / 梁

恆彰, 楊翠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58-9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自主神經系統 2.健康法  411.1  

百病起於寒 / 進藤義晴, 進藤幸惠著 ; 

楊詠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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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

(醫藥新知 ; 4010) .-- 暢銷經典版 .-- 

ISBN 978-986-06698-2-4 ( 平 裝 ) 

NT$330  

1.健康法  411.1  

有趣的圖解自律神經 : 專家醫生為

你解說有關自律神經系統的全部奧

秘 / 小林弘幸著 ; 許郁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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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12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13-5 (平

裝) NT$360  

1.自主神經 2.保健常識  411.1  

來自日本 NHK 從日常飲食調理體質

的身體大全(全彩圖解) / 池上文雄, 

樫村亞希子, 加藤智弘, 川俣貴一, 松

田早苗監修 ; 高淑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方舟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

- (健康大百科 ; 5) .-- ISBN 978-986-

06779-2-8 (平裝) NT$1000  

1.健康法 2.食療  411.1  

釋放創傷,從呼吸開始 / 古騰.湯柯夫

作 ; 祝家康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51-8 (平裝) NT$480  

1.呼吸法 2.健康法  411.12  

硬骨頭學瑜伽 / 水野健二作 ; 龔亭芬
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3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13-6 (平

裝) NT$360  

1.瑜伽  411.15  

揉揉手指の神奇自癒力 : 手指瑜珈

＋排毒呼吸法,不受限的極速健康運

動 / 龍村修作 ; 林曜霆譯 .-- 修訂一

版 .-- [臺北市]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80-27-1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瑜伽 2.手指  411.15  

瑜伽解剖著色書 : 圖解身體組成、

功 能 與動 作  / 凱莉 .索洛 瓦 (Kelly 

Solloway)著 ; 劉佳澐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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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20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9-333-0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瑜伽 2.人體解剖學  411.15  

民以何食為天 : 中國食品安全現況

調查 / 周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

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260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叢書 ; 91) .-- 

ISBN 978-986-06318-6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食品衛生 2.食品添加物 3.中國  

411.3  

有趣到讓人捨不得睡的圖解脂質 / 

守口徹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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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69-17-3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健康飲食 2.油脂 3.營養常識  

411.3  

食癒生活 / 林孟雪 石志榮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 , 11006 .-- 336 面 ; 23 公分 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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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ealthy ; 29) .-- ISBN 978-986-5488-

84-0 (平裝) NT$380  

1.健康飲食 2.保健常識  411.3  

營養學 / 吳志忠, 盧義發, 蕭慧美, 魏

明敏, 張菡馨, 黃惠煐, 楊新玲, 吳淑

惠, 林錦華, 呂孟純, 陳宣穎, 吳素珍, 

趙璧玉合著 .-- 六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0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61-6 (精

裝) NT$600  

1.營養學  411.3  

青梅本事 / 巫勝榮編著 .-- 五版 .-- 花

蓮縣玉里鎮 :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, 
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樸璞健

康叢書 ; 1) .-- 完整本 .-- ISBN 978-

986-83867-5-4 (精裝) NT$250  

1.健康食品 2.食療 3.梅  411.373  

青梅本事 / 巫胜荣编着 .-- 六版 .-- 花

蓮縣玉里鎮 :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, 
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樸璞健

康叢書 ; 2) .-- 簡體字版; 完整本 .-- 

ISBN 978-986-83867-6-1 ( 精 裝 ) 

NT$250  

1.健康食品 2.食療 3.梅  411.373  

慢病杀手 / 巫胜荣编着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, 11007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僕樸健康叢書 ; 

六)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慢病殺

手 .-- ISBN 978-986-06759-0-0 (精裝) 

NT$250  

1.慢性病防治 2.健康食品 3.食療  

411.373  

慢病殺手 / 巫勝榮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, 11007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樸璞健康叢書 ; 

五) .-- ISBN 978-986-83867-9-2 (精裝) 

NT$250  

1.健康食品 2.慢性病防治 3.食療  

411.373  

醇醋纪事 / 巫胜荣编着 .-- 三版 .-- 花

蓮縣 :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, 11007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樸璞健康叢書 ; 

4)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 醇醋紀事; 

完整本  .-- ISBN 978-986-83867-8-5 

(精裝) NT$250  

1.健康食品 2.醋 3.食療  411.373  

醇醋紀事 / 巫勝榮編著 .-- 二版 .-- 花

蓮縣 :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, 11007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樸璞健康叢書 ; 

3) .-- 完整本 .-- ISBN 978-986-83867-

7-8 (精裝) NT$250  

1.健康食品 2.食療 3.醋  411.373  

長 者 適 性 健 身 運 動 指 導 手 冊  = 

Elderly fitness exercise instruction 

manual / 黃新作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

市 : 黃新作, 11008 .-- 21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66-3 (平裝)  

1.運動健康 2.老年 3.中老年人保健  

411.7  

每日一分鐘強化腰腿健康操 : 任何

年齡都適用的七招體操,打造一生健

步如飛的身體 / 高子大樹著 ; 莊雅琇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21-2 

(平裝) NT$320  
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 411.711  

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: Strong 

& Lean 9 分鐘精實計畫 / 馬克.羅倫

(Mark Lauren), 約書亞.克拉克(Joshua 

Clark)著 ; 嚴麗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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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9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Live & 

Learn ; 92) .-- ISBN 978-626-7012-21-5 

(平裝) NT$520  
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 411.711  

健身成功的步驟 核心燃脂增肌全圖

解專書 / 南希.L.納特尼科拉著 ; 翁

鈴雅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05-0 (平

裝)  
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3.肌肉  

411.711  

短時高效.輕量 HIIT : 增肌、減脂、

抗老化!有效改善慢性發炎、促進代

謝、提高免疫力,全世界醫生都矚目

的劃時代運動法! / 今井一彰著 ; 劉

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07-4 (平

裝) NT$280  
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 411.711  

監獄強壯 / 喬許.布萊恩, 亞當.班席

亞作 ; 王啟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9 .-- 149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05-2 

(平裝) NT$420  

1.健身運動 2.肌肉  411.711  

搶救睡眠大作戰 / 友野なお作 ; 劉姍

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60 面; 2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17-4 (平

裝) NT$350  

1.睡眠 2.健康法  411.77  

MATRIX 興奮劑使用疾患密集門診

治療模式 : 治療師手冊中文版 / 美國

物質濫用和心理健康服務局物質濫

用治療中心作 ; 李昭慧, 王聲昌, 丁

耕原, 伍美馨, 郭彥君, 張富美, 許文

郁, 黃介良, 葉俞均, 羅時揚, 蘇淑欣

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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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39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9-34-4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藥物濫用 2.成癮 3.心理治療  

411.8  

黃金期長高關鍵術 : 睡前 5 分鐘,刺

激生長板 / 宋淑鉉著 ; 林美萱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7 .-- 

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樹 ; 66) .-- 

ISBN 978-986-06690-7-7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1.增高法 2.按摩  411.9  

日本最強媽媽產後速瘦指南 : 拯救 7

千名媽媽的瘦身法則!健身媽咪教你

瘦肚、提臀,告別虎背熊腰,回到產前

好身材 / EICO 著 ; 顏理謙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

(健康樹 ; 163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484-5 (平裝) NT$330  
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 411.94  

吃越多瘦越快 : 一加一,抵銷卡路里

減肥法 / 高橋弘著 ; 賴純如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7 .-- 

144 面; 26 公分 .-- (健康樹 ; 65) .-- 

ISBN 978-986-06690-6-0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 411.94  

瘦身菜單這樣排 : 不用廚藝,居家吃

外食、叫外送 14 天也能瘦 3 公斤 / 

廖欣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

集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8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9-11-1 (平裝) NT$360  
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 411.94  

實用公共衛生營養學 / 魏明敏, 卞秀

娟, 王瑞蓮, 蔡秀玲, 楊淑惠合著 .-- 

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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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07 .-- 60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2-766-1 (平裝) NT$600  

1.公共衛生 2.營養  412  

醫藥健保法規 /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

編輯 .-- 26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16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12-2 

(平裝) NT$350  

1.醫藥法規 2.全民健康保險 3.衛生

法規  412.21  

第四級病毒 : 一對病毒學家與致命

病 毒 的 戰 爭  / 約 瑟 夫 . 麥 科 明 克

(Joseph B. McCormick), 蘇珊.費雪賀

區(Susan Fisher-Hoch)著 ; 何穎怡譯 .-

- 四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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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44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22-2 (平

裝) NT$480  

1.麥科明克(McCormick, Joseph B.) 2.

傳記 3.傳染性疾病 4.病毒學 5.通俗

作品  412.409  

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COVID-19

防疫抗煞紀實 / 江漢聲, 王水深主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仁大學學校

財 團 法 人 輔 仁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, 

11006 .-- 29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86-0-4 (平裝)  
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病毒感染  

412.471  

研下知疫 : COVID-19 的人文社會省

思 / 何之行, 吳文欽, 李尚仁, 李建良, 

李宣緯, 巫毓荃, 林宗弘, 張谷銘, 張

隆志, 康豹, 莊庭瑞, 曾凡慈, 單德興, 

詹大千, 楊子霆, 雷祥麟, 蔡友月, 劉

苑如, 劉紹華, 顧雅文作 ; 康豹, 陳熙

遠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

院出版中心, 11007 .-- 36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2-40-7 (平裝)  
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病毒感染 3.社

會學  412.471  

誰在吃健保?你所不知的祕密 / 謝啓

瑞著 .-- 臺北市 :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30-1-4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全民健康保險 2.比較研究  412.56  

對症用藥參考冊 / 李茂祥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李茂祥, 11006 .-- 509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92-

6 (平裝)  

1.中醫 2.中藥  413  

臺灣中醫的高等教育 / 胡展榕, 蘇奕

彰作 .-- 臺南市 : 胡展榕, 11008 .-- 

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041-0 (平裝) NT$300  

1.中醫藥教育 2.高等教育  413.03  

手醫學 : 骨傷科臨床損傷症狀鬆解

手法 / 黃有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黃有為, 11006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71-7 ( 精 裝 ) 

NT$1500  

1.骨傷科  413.42  

中醫婦科臨證要訣 / 張永福編著 .-- 

一版 .-- 臺中市 : 張永福, 11007 .-- 

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077-9 (平裝) NT$450  

1.婦科 2.中醫治療學 3.中醫診斷學  

413.6  

雙極療術與深層冥想 / 蕭京凌, 柯素

娥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

出版社, 11008 .-- 223 面; 21 公分 .-- 

(壽世養生  ; 36) .-- ISBN 978-986-

06717-1-1 (平裝) NT$250  

1.穴位療法 2.超覺靜坐  413.915  

身心靈的解毒地圖 : 一天 10 分鐘,對

症按壓!除疼痛、解疲勞、美容瘦身,

舒緩身體到心靈的腳底按摩全圖解 / 

Matty 作 ; 彭琬婷譯 .-- [新北市] : 蘋

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9-1-

9 (平裝) NT$399  

1.按摩 2.腳 3.健康法  413.92  

國醫大師圖說小兒推拿 / 李業甫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版

社, 11008 .-- 251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

絕招 ; 5) .-- ISBN 978-986-06717-0-4 

(平裝) NT$330  

1.推拿 2.按摩 3.經穴 4.小兒科  

413.92  

原來這就是心身症! : 疲憊易怒、恐

慌憂鬰、失眠反胃......權威心理醫師

教你擺脫身心問題,不再依賴藥物 / 

亞 歷 山 大 . 庫 格 史 塔 (Alexander 

Kugelstadt)作 ; 魏佐君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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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

400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 23) .-- 

ISBN 978-986-289-591-7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心身醫學 2.心靈療法  415  

*醫 護 與 健 康 科技 研 討會 論 文 集 . 

2021 / 許麗敏, 黃安正, 陳苾婷, 李盈

青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三星

鄉 :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, 11006 .-

- 1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190-1-2 (平裝)  

1.醫學 2.醫療科技 3.文集  415.07  

病理學 / 吳毅穎, 王宗熙, 彭瓊琿, 劉

佳宜, 黃子豪, 高久理, 周榮茂, 張廷

安編著 .-- 5 版 .-- 臺北市 : 永大書局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8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278-3-1 (平裝)  

1.病理學  415.1  

趣味病理學 : 探索細胞、血液、癌

等疾病問題及治療方法! / 志賀貢著 ; 

魏俊崎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3 公

分 .-- (知的! ; 177)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04-8 (平裝) NT$350  

1.病理學  415.1  

放射科學 : 放射師必知的物理、生

物和防護 / Stewart Carlyle Bushong

作 ; 郭宗德, 曾婉柔翻譯 .-- 第十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68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58-1-0 (精裝)  

1.放射線醫學 2.放射物理學 3.放射

生物學 4.輻射防護  415.216  

心臟科實用手冊 / David Laflamme 原

著 ; 林盟旗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

記圖書出版社, 11007 .-- 40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12-1 (平

裝)  

1.心臟學 2.手冊  415.31026  

怪醫鳥博士骨髓移植手記 / Dr.bird

詹皓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

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1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41-3-4 (平裝) NT$399  

1.骨髓移植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 

415.654  

第 1 型糖尿病 : 自由自主 : 寫給兒童、

青 少 年 以 及年 輕 人 的書  / Ragnar 

Hanas 著 ; 黃潔芝, 黃佳祥譯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英瑞孚文坊, 11007 .-- 

49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76-0-7 (平裝) NT$850  

1.糖尿病  415.66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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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腎病年報. 2020 = Kidney disease 

in Taiwan annual report / 許志成總編

輯 .-- 第一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國家

衛生研究院 ; 臺北市 : 台灣腎臟醫學

會, 11006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9-35-1 (平裝) NT$250  

1.腎臟疾病 2.衛生行政  415.81  

男人的性功能與保健 : 性功能保養

不必大聲說,但一定要小心呵護! / 黃

一勝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(專科一本通 ; 22) .-- ISBN 978-986-

5582-99-9 (平裝) NT$350  

1.性功能障礙 2.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 

415.856  

堅持 : 泌尿科醫師破解攝護腺保健

迷思,教你找回青春活力 / 莊豐賓, 王

蘭芬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(Care ; 60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83-0 (平裝) NT$380  

1.前列腺疾病 2.保健常識  415.87  

承擔的勇氣 : 失智不失志 脆弱又堅

強的手繪日誌 / 阿彬叔叔作 .-- 第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卡奇傳播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2148-6-6 (平裝) NT$430  

1.老年失智症 2.通俗作品  415.934  

看各國伴失智 : 在遺忘中支持前行 / 

巫瑩慧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健康世

界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健康世界叢書 ; 244) .-- ISBN 

978-986-98286-3-5 (平裝) NT$280  

1.失智症 2.健康照護  415.934  

竹內失智症照護指南 : 掌握水分、

飲食、排泄、運動,半數以上失智症

狀改善 / 竹內孝仁著 ; 雷若莉, 賴彥

妤譯 .-- 修訂一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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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Dr. Me

健康系列 ; 147X) .-- ISBN 978-986-

06681-0-0 (平裝) NT$360  

1.老年失智症 2.老人養護 3.健康照

護  415.9341  

親愛的小女孩 : 陪伴孩子了解失智

症 / 安.斯沃茨(An Swerts)文 ; 艾琳.

凡.林登豪森(Eline van Lindenhuizen)

圖 ; 謝維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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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8 .-- 48 面; 25X25 公分 .-- (Little 

minds ; 17) .-- ISBN 978-957-9529-95-2 

(精裝) NT$380  

1.老年失智症 2.繪本  415.9341  

兩種心靈 : 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

學 的 觀 察  / 譚 亞 . 魯 爾 曼 (Tanya 

Luhrmann)著 ; 張復舜, 廖偉翔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8 .-- 50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類學 ; 

322) .-- ISBN 978-986-06666-3-2 (平裝) 

NT$550  

1.精神醫學 2.心理人類學  415.95  

肩頸自療法 : 每天一分鐘,頸椎立刻

通,百病預防不近身 / 竹谷內康修著 ; 

羊恩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
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暢銷新訂版 .-- ISBN 

978-986-5480-32-5 (平裝) NT$280  

1.頸部 2.健康法  416.612  

五十肩的診斷與物理治療 / 赤羽根

良和作 ; 黃品玟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17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09-9 (平裝) NT$480  

1.冷凍肩 2.運動療法  416.613  

眼科學綜覽. 第二冊, 眼科檢查診療

設 備 與 衛 材  = Ophthalmology 

overview : examinations, equipment, 

medical devices and supplies in 

ophthalmology / 王南凱, 王藹侯, 何子

昌, 林昌平, 林純如, 洪國烜, 胡朝乾, 

柯美蘭, 翁子恆, 翁振傑, 夏寧憶, 張

華明, 張延瑞, 梁章敏, 許粹剛, 許紋

銘, 許祺鑫, 陳美如, 郭巾慈, 黃筑煙, 

黃德光, 蔡景耀, 鄭惠禎, 鮑淑怡, 蕭

雅娟作 ; 許紋銘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展元文創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5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113-9-

8 (精裝)  

1.眼科  416.7  

眼科學綜覽. 第三冊, 眼整形眼窩與

醫美手術. Ophthalmology overview : 

oculoplastic,orbital,and aesthetic 

surgeries / 江尚宜, 何仁文, 吳淑雅, 

吳鑑修, 林宣君, 林友祺, 林素玲, 林

孟穎, 林怡嬋, 侯姿宇, 胡佩欣, 高淑

卿, 張丞賢, 張燦璿, 梁中玲, 畢勇賢, 

許紋銘, 陳肇寅, 陳美齡, 陳怡樺, 游

偉光, 黃渝芸, 黃宥嘉, 廖述朗, 廖依

琳, 褚晏彰, 劉芳瑜, 蔡悅如, 蔡傑智, 

蔡守恒, 賴俊杰, 謝昀翰, 簡克鴻, 魏

以宣, 蘇姵元, 蘇莞雅作 ; 許紋銘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展元文創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25-3-4 (精裝)  

1.眼科  416.7  

眼科學綜覽. 第六冊, 小兒眼科與斜

視  = Ophthalmology overview : 

pediatric ophthalmology and strabismus 

/ 王藹侯, 吳為吉, 李宜潔, 沈秉衡, 周

宏達, 林睦秋, 高玲玉, 張雪麗, 張義

昇, 陳怡樺, 蔡佳穎, 蔡忠斌, 蔡悅如, 

蔡紫薰, 賴昱宏, 賴薇羽作 ; 蔡忠斌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展元文創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25-2-7 (精裝)  

1.眼科  416.7  

眼科學綜覽. 第五冊, 神經眼科學 = 

Ophthalmology overview : neuro-

ophthalmology / 王安國, 李加崴, 林昭

文, 林韋寧, 孫銘輝, 陳少鈞, 陳達慶, 

陳彥伊, 黃子倫, 劉耀臨, 劉峻秀, 蔡

榮坤, 鄭惠禎作 ; 蔡榮坤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展元文創有限公司, 

11006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25-1-0 (精裝)  

1.眼科 2.視神經  416.7  

眼 科 學 綜 覽 . 第 四 冊 , 青 光 眼  = 

Ophthalmology overview : glaucoma / 

呂大文, 吳國揚, 林人傑, 許祺鑫, 陳

怡君, 陳怡豪, 陳賢立, 黃振宇, 顏永

昌, 賴泓吉, 蕭雅娟作 ; 呂大文主編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展元文創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25-0-3 (精裝)  

1.眼科 2.青光眼  416.7  

眼睛解剖生理及常見疾病概論 / 蘇

俊峰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

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

737-1 (平裝) NT$490  

1.眼科 2.眼部疾病  416.7  

臨床視光眼科學 / 鄭宏銘, 曾榮凱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38-2 (平

裝) NT$300  

1.眼科  416.7  

口 腔 衛 生 臨 床 技 術 指 南  / Renee 

Prajer, Gwen Grosso 原著 ; 劉又嘉, 鄭

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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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社, 11008 .-- 320 面; 1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68-413-8 (平裝)  

1.牙科  416.9  

幼幼牙助的櫃檯筆記 / 牙醫助理崩

壞版作 .-- 臺北市 : 牙醫助理崩壞版, 

11007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135-1-3 (精裝)  

1.牙科 2.臨床助理  416.9  

無框身體 : 婦產科醫師寫給妳的身

體指南,破除性別限制與生育迷思,陪

妳一起愛自己 / 烏烏醫師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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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

186-9 (平裝)  

1.婦科 2.婦女健康 3.保健常識  417  

好運到,好孕道 / 賴朝宏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11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8-99-4 (平裝) NT$200  

1.不孕症  417.125  

我要開心喔 / 朵拉作 ; Connie 插圖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18-05-7 ( 精 裝 ) 

NT$280  

1.小兒科 2.先天性心臟病 3.繪本  

417.53  

二十天後消失的癌細胞 : 全身癌末

到生還,臣服法則與 323 日奇蹟故事 

/ 刀根健作 ; 簡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416 面 ; 21 公分  .-- (生活健康  ; 

B493) .-- ISBN 978-986-5408-59-6 (平

裝)  

1.癌症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 417.8  

高效率癌症照顧心法 / 張鳳書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7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5-5-2 (平裝) 

NT$400  

1.癌症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 417.8  

圖解藥理學 / 顧祐瑞著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896-5 (平裝) NT$420  

1.藥理學  418.1  

護理藥理學 / 吳文彬, 黃玉珠, 盧大

宇, 李安生, 鍾鏡湖作 .-- 二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杏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6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94-605-4 (平裝)  

1.藥理學  418.1  

易醫芳療之五行精油全書 / 龍妙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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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17-8 

(平裝) NT$680  

1.植物性生藥 2.芳香療法  418.52  

口服特殊劑型藥物 : 配方設計及其

臨床意義 / 施如亮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007 .-- 17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11-

4 (平裝)  

1.藥劑學 2.調劑學  418.63  

膳食療養學 / 彭巧珍, 許文音, 李春

松, 陳德姁, 郭素娥, 廖重佳, 韋美霞, 

陳淑子, 黃晉瑩, 魏明敏, 詹恭巨, 羅

慧珍合著 .-- 六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

企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65-4 (精

裝) NT$700  

1.食療 2.營養 3.健康飲食  418.91  

藥食同源 / 蔡宛如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9 .-- 699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07-

6 (平裝) NT$520  

1.食療 2.中醫  418.91  

吳永志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 / 吳永

志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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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

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悅讀健康系列 ; 

HD3096X) .-- ISBN 978-986-06681-4-8 

(平裝) NT$450  

1.生機飲食 2.健康飲食 3.食療  

418.914  

乾薑排寒 / 石原新菜著 ; 楊詠婷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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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醫藥新

知 ; 4012) .-- 暢銷經典版 .-- ISBN 

978-986-06698-1-7 (平裝) NT$330  

1.食療 2.薑目  418.914  

復健醫學評估手冊 : 依疾病分類解

析 = Assessment in rehabilitation / 道免

和久編集 ; 羅苑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007 .-- 60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14-

5 (平裝)  

1.復健醫學  418.92  

物理治療於長照場域之創新服務 / 

陳翰裕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鴻林圖

書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9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77-8-8 (平裝)  

1.物理治療 2.長期照護  418.93  

你就是自己最棒的治療師 : 200 萬人

見 證 的 療 癒 力 量  / 妮 可 . 勒 佩 拉

(Nicole LePera)著 ; 葉妍伶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方

智好讀 ; 142) .-- ISBN 978-986-175-

619-6 (平裝) NT$330  

1.心靈療法 2.身心關係  418.98  

時尚療癒聖典 / 王禹婕著 .-- 初版 .-- 

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84-6-5 (平裝) NT$450  

1.心靈療法 2.靈修  418.98  

生活裡的芳療小百科 / Sh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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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08-708-2 ( 平 裝 ) 

NT$520  
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 418.995  

加速燃脂瘦身的芳香療法 : 運用 7

支燃脂精油和 63 種配方加速新陳代

謝,消除腰部與大腿的頑固脂肪,恢復

曲 線 ! / 莎 曼 珊 . 伯 爾 納 (Samantha 

Boerner)著 ; 謝明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大樹林出版社, 11007 .-- 128

面; 23 公分 .-- (自然生活 ; 52) .-- 

ISBN 978-986-06007-9-7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3.減重  

418.995  

母嬰芳療 / Christina Anthis 著 ; 謝薾

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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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96 面; 
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09-

9 (平裝) NT$580  

1.芳香療法 2.自然療法  418.995  

芳香療法 / 吳奕賢, 程馨慧編著 .-- 

四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46-3 (平裝)  
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 418.99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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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香藥典 : 精油療法的臨床指南 / 彼

得.荷姆斯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

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6

公分 .-- (芳香療法系列 ; 27) .-- ISBN 

978-986-5408-60-2 (精裝) NT$900  
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 418.995  

智慧醫療產業綜析. 上, 產業趨勢與

技術發展 = Smart health / 張軒豪, 張

浚凱, 陳思豪, 林展鈺, 徐文華, 陳霈

萱, 巫文玲, 劉曉君, 朱師右, 韓揚銘, 

林盈年, 施柏榮, 富士 Chimera 總研, 

Nikkei Computer 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

所, 11006 .-- 2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81-826-5 (平裝) NT$18000  

1.醫院行政管理 2.醫療科技 3.人工

智慧 4.產業發展  419.2  

智慧醫療產業綜析. 下, 新興應用產

品與服務 = Smart health / 張軒豪, 鄭

凱安, 吳駿驊, 黃仕宗, 盧美惠, 張凱

傑, 陳霈萱, 謝佩芬, 王意婷, 高雅玲, 

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, 金屬中心

MII, 日經 xTech 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

所, 11006 .-- 18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81-827-2 (平裝) NT$14000  

1.醫院行政管理 2.醫療科技 3.人工

智慧 4.產業發展  419.2  

咬子彈的女人 / 李欣蓉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08 .-

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2-03-7 (平裝) NT$280  

1.醫病關係 2.通俗作品  419.47  

N3 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/ 宋琇鈺, 徐

莞雲, 陳馥萱, 李梅琛, 李靜芳, 陳美

慧, 盧玉嬴, 王蓉敏, 鄭家馨, 陳潔文, 

李佩玲合著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64-7 (平

裝) NT$350  

1.護理研究 2.研究方法  419.612  

110 年長照管理暨個案發表研討會

暨第十六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討

會論文集 / 李宜昌, 張怡秋編著 .-- 

嘉義縣民雄鄉 :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

照護管理學會, 社團法人台灣健康資

訊管理學會, 11006 .-- 23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909-1-8 (平裝) 

NT$300  

1.長期照護 2.醫療資訊學 3.醫院行

政管理 4.文集  419.7107  

居家護理實務 = Home care nursing 

practice / 郭雅雯, 呂郁芳, 郭芳雅, 陳

儀倩, 謝玉惠, 劉美玲, 馬淑清, 陳慧

秦, 紀淑靜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

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02-

3 (平裝)  

1.居家護理  419.79  

精神科護理學 / 陸振芳, 陳志根, 董

靜娟, 劉杏元, 宋素卿, 邱念睦, 楊晴

惠, 呂雀芬, 廖珮君, 蔡碧藍, 黃靜鳳, 

謝彬彬, 溫玉仁, 葉美玉, 陳妙絹, 郭

雅玲, 楊秋玲編著 .-- 十版 .-- 新北市 : 

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292-6 

(平裝)  

1.精神科護理  419.85  

社區衛生護理學 / 陳美燕, 黃世惠, 

張淑紅, 簡欣怡, 張彩秀, 武靜蕙, 蘇

秀娟, 趙曲水宴, 林嘉玲, 王亞妮, 莊

昭華, 趙慧珍, 柯任桂, 林媼彩, 許青

雲, 廖秀珠, 吳仁宇, 林麗鳳, 尤嫣嫣, 

李復惠, 蕭淑銖, 吳雪菁編著 .-- 八

版 .-- 新北市 :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77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761-9-0 (平裝)  

1.社區衛生護理  419.86  

社區衛生護理學 = Community health 

nursing / 吳瑞文, 吳慧嫻, 何瓊芳, 吳

麗玉, 李純華, 武茂玲, 林麗美, 林雪

貴, 洪秀吉, 張彩秀, 張蓓貞, 陳惠姿, 

黃久華, 黃慧莉, 萬國華, 蔡綺妮, 謝

亞倫, 蘇貞瑛, 江鳳葦編著 .-- 10 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永 大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7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278-2-4 (平裝)  

1.社區衛生護理  419.86  

家政 

*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

學系畢業論文集. 2021 = 2021 USC 

Fashion Design and Merchandising 

Department on the graduate theses / 夏

士敏, 楊宜潔, 陳育珊主編 .-- 高雄

市 :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

經營學系, 11007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629-413-6 (平裝)  

1.服裝設計 2.商業管理 3.文集  

423.07  

好想自己做衣服. 3 : 超圖解!量身、

打版到縫製,手作衣完美技巧小課堂 

/ 吳玉真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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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13-

6 (平裝) NT$580  

1.服裝設計 2.縫紉 3.衣飾  423.2  

服裝服飾部位全圖鑑 / 溝口康彥作 ; 

洪禎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邦聯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: 邦

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

176 面; 23 公分 .-- (愛生活 ; 113) .-- 

ISBN 978-986-5520-51-9 (精裝)  

1.服裝設計 2.服飾 3.女裝  423.2  

美容衛生學 / 吳樹屏, 鄭智交, 徐瑞

蓮, 蕭蓉禎, 陳彥樺, 張聰民, 莊佳霖, 

王惠珠, 王詠騰, 高千雯合著 .-- 六
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2-763-0 (平裝) NT$400  

1.美容 2.衛生學  425  

1 天 5 分鐘身材管理 : 300 萬人都說

讚的 肌群鍛鍊與 健康伸展  / Jeon 

Hayu, Lee Heongyu, Hwang Boin 作 ; 

陳品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
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1

公分 .-- (Happy body ; 190) .-- ISBN 

978-986-136-592-3 (平裝) NT$380  

1.塑身 2.健身操 3.健身運動  425.2  

媽媽跟我穿一樣的!媽咪&小公主的

手作親子裝 / Boutique-sha 著 ; 洪鈺

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6 公

分 .-- (SEWING 縫紉家 ; 41) .-- ISBN 

978-986-302-591-7 (平裝) NT$420  

1.縫紉 2.衣飾 3.手工藝  426.3  

手編織製圖.推算指導書 : 編織專家

製圖教學自學參考書 / 張金蘭作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通益行, 11007 .-- 

13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6343-4-3 (平裝) NT$800  

1.編織 2.手工藝  426.4  

藝同玩皮趣 : 皮革工藝入門的啟蒙

教科書 / 李宛玲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 : 台 科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1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276-4 (平裝)  

1.皮革 2.手工藝  426.65  

自己畫紙型!口金包設計打版圖解全

書 / 越膳夕香著 ; 瞿中蓮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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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07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

(FUN 手作 ; 143) .-- ISBN 978-986-

302-590-0 (平裝) NT$480  
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 426.7  

跟設計師學縫手作包 / BOUTIQUE-

SHA 授權 ; 劉好殊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: 

悅 智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7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(輕.布作 ; 

49) .-- ISBN 978-957-9623-70-4 (平裝) 

NT$350  
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 426.7  

我的亮眼生活,我設計!繞線珠&流蘇

穗花手作 Lesson / 金田惠子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手

作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8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(趣.手

藝 ; 107) .-- ISBN 978-957-9623-71-1 

(平裝) NT$380  

1.裝飾品 2.手工藝  426.9  

食物製備 : 餐飲工作者必備的基本

常識 = Food preparation / 施明智編

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3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784-926-7 (平裝)  

1.烹飪 2.食物 3.營養  427  

從海那邊來的豐盛餐桌 / Penny & 

Angels(潘薇安)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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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4-98-0 (平裝) NT$450  

1.飲食 2.生活美學  427  

小聚會 : 68 道宴客菜,與朋友在家輕

鬆喝很多杯(一杯怎麼夠) = Recipes 

for the small gatherings / 比才文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(看

世界的方法 ; 195) .-- ISBN 978-986-

06075-9-8 (平裝) NT$480  

1.食譜  427.1  

丫樺媽媽的幸福家常菜 : 101 道超澎

湃吃不膩的美味料理  / ㄚ樺媽媽

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橙實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

(Orange taste ; 16) .-- ISBN 978-986-

99846-5-2 (平裝)  

1.食譜  427.1  

元氣滿滿肉便當 : 冷熱吃都美味!36

款營養飯盒 X50 道不復熱配菜 / 抽

屜積水 DiDi 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

157-2 (平裝) NT$380  

1.食譜  427.1  

快速早餐 / 海頓媽媽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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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taste) .-- 

ISBN 978-986-06621-7-7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食譜  427.1  

料理神手吳秉承的最強懶人烹調術. 

2 : 用特調常備醬、電鍋出兩菜,平底

鍋、炒鍋一鍋到底快速上菜,一人份

也沒問題! / 吳秉承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

聯 合 發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7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廚房

Kitchen ; 115) .-- ISBN 978-986-06658-

3-3 (平裝) NT$430  

1.食譜  427.1  

簡單吃飯 : 用心烹煮,飽食暖心,享受

一碗飯的幸福! / 林美慧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Cook50 ; 

209) .-- ISBN 978-986-06659-2-5 (平裝) 

NT$320  

1.食譜  427.1  

江畔淮揚 : 中華尋味之旅 / 余健志, 

黃倩霞, 歐陽應霽, 黃婉瑩, 彭嘉琪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64-181-0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食譜 2.中國  427.11  

師傅說菜 : 淮揚菜的美味 / 李阿金, 

李阿樹, 李阿祿, 李阿興, 李阿進, 林

麗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食為天文

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972-8-3 (平裝) 

NT$400  

1.食譜 2.中國  427.11  

Hungry 渴望 : Noma 傳奇主廚的世界

尋味冒險,帶你深度體驗野地食材的

風味、採集與料理藝術 / 傑夫.戈迪

尼爾(Jeff Gordinier)著 ; 洪慧芳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7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92-5 (平

裝) NT$380  

1.回憶錄 2.烹飪  427.12  

法式料理全技術 : 豐富食材 X 完整

流程 X 極品料理 / 荻野伸也著 ; 安

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9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50-1 (平裝)  

1.食譜 2.烹飪 3.法國  427.12  

法式料理名廚配菜技法大全 : 100+

創意蔬菜料理與肉類海鮮食譜,以法

式正統烹調手藝展現食材特性,大廚

親授法式配菜料理的獨到搭配心法

與擺盤設計 / 音羽和紀著 ; 游韻馨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

136 面; 24 公分 .-- 暢銷紀念版 .-- 

ISBN 978-986-459-332-3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食譜 2.烹飪 3.法國  427.12  

法式吐司&熱三明治 : french toast & 

hot sandwich 67 種 / 水口菜穗子作 ; 

許孟菡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出版

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96 面; 

26 公分 .-- (Joy cooking 系列 ; 144) .-- 

ISBN 978-986-6210-78-5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速食食譜  427.14  

Eric Hsu 法式甜點 : 秒殺甜點課程不

用搶,一次學會塔派、泡芙、千層蛋

糕、常溫點心 / Eric Hsu 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7 .-- 20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0-4-6 

( 平 裝 ) NT$550 .-- ISBN 978-986-

06690-5-3 (平裝簽名版) NT$55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日本最風行每家必備的鬆餅機食譜 : 

免烤箱,免技術,新手必學,222 道即時

享用的創意美味小點心  / 馮嘉慧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

有限公司出版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06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

- (廚房 Kitchen ; 114) .-- ISBN 978-

986-06658-4-0 (平裝) NT$699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花貓手作餅乾盒 / 林勉妏, 黃靖婷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4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4-713-6 (平裝)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第一本步驟圖解麵包點心烘焙書 / 

吳金燕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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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

593-9 (平裝) NT$38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第一本圖解中式麵食點心 / 王景茹

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98-4 

(平裝) NT$45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食食譜 3.中國  

427.16  

最新烘焙食品(西點蛋糕項、麵包項、

餅乾項)丙級技檢叢書 / [群英出版有

限公司]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2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61-9-3 (平裝)  

1.點心食譜 2.烹飪 3.考試指南  

427.16  

琺瑯烤盤の居家質感烘焙 : 7 位人氣

料理專家,共同獻上 48 道暖心懷舊

甜點! / 渡邊真紀, 吉川文子, 若山曜

子, 小堀紀代美, 村吉雅之, 中川玉, 

夏井景子著 ; 黃鏡蒨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良品文化館出版 : 雅書堂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96 面; 

28 公分 .-- (烘焙良品 ; 94) .-- ISBN 

978-986-7627-38-4 (平裝) NT$38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誕生於家庭的烘焙美食指南教科書 / 

呂昇達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上優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76 面; 26

公分 .-- (烘焙生活 ; 48) .-- ISBN 978-

957-9065-57-3 (平裝) NT$45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繪本探索書 : 魔法饅頭店 / 楊惠君執

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19-48-1 (平裝)  

1.麵食食譜 2.學前教育  427.16  

*明日廚神手把手教你土雞宴客菜 / 

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養雞協會, 

11006 .-- 136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2588-1-4 (平裝)  

1.肉類食譜 2.雞  427.221  

全魚解構與料理 : 採購、分切、熟

成、醃製,從魚肉、魚鱗到內臟,天才

主廚完整分解與利用一條魚的烹飪

新思維,探究魚類料理與飲食的真價

值 / 喬許.尼蘭德(Josh Niland)著 ; 林

潔盈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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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7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(食之華 ; 

38) .-- ISBN 978-986-459-329-3 (平裝) 

NT$1500  

1.海鮮食譜 2.烹飪 3.魚類  427.252  

最受歡迎的家常好菜 : 140 道蛋&豆

腐料理 / 程安琪, 陳盈舟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 : 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972-7-6 (平裝) NT$300  

1.蛋食譜 2.豆腐食譜  427.26  

蔬食料理精華  / 人類智庫編輯部

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97-7 

(平裝) NT$430  

1.素食食譜  427.31  

韓式造型飯捲(全圖解) : 超可愛!美

味又營養,冷熱都好吃,40 款捏一捏、

捲一捲就完成的卡通壽司 / 李枝恩

著 ; 陳靖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

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

503-5 (平裝) NT$350  

1.飯粥 2.食譜  427.35  

手調茶飲配方發想設計全書 / 片倉

康博, 田中美奈子作 ; 林俞萱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: 邦聯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08 面; 25

公分 .-- (悅滋味 ; 133) .-- ISBN 978-

986-5520-52-6 (平裝)  

1.茶食譜 2.飲料  427.4  

咖啡烘豆的科學聖經 : 300 種烘焙機

實作經驗大公開;掌握燃氣與升溫率

曲線,降低不良率、熟豆更臻完美 / 

史考特.拉奧(Scott Rao)著 ; 魏嘉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33-2 (平

裝) NT$420  

1.咖啡  427.42  

手作果醬研究室 : 100 道把新鮮水果

變成常備抹醬的美味  / 飯田順子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出版 : 采實文化事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20 面; 23 公

分  .-- (taste ; 3) .-- ISBN 978-986-

06621-5-3 (平裝) NT$420  

1.果醬 2.食譜  427.61  

地中海烹調 = Mediterranean cuisine / 

林建安編著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餐

旅大學, 11009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76-2-4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烹飪 2.地中海  427.8  

大手牽小手齊步一起走!(親子手冊) / 

鄧立平作 .-- 第四版 .-- [新北市] : 元

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96 面; 

26 公分 .-- (Baby's adventure)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19-4 (平裝)  

1.育兒  428  

蒙特梭利遊戲帶孩子玩出好情緒 / 

琪雅拉.皮洛迪(Chiara Piroddi)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1-304-3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3.蒙特梭利教學

法  428  

爸爸,我不要踢足球! / 羅寶鴻文 ; 李

小逸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40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27-4 (精裝) NT$350  
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3.繪本  428.8  

媽媽,你還愛我嗎? / 羅寶鴻文 ; 李小

逸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

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525-229-8 (精裝) NT$350  
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3.繪本  428.8  

不出門也能開心玩的 33 個居家親子

遊戲 / 近藤理恵文.插畫 ; 王盈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754-9 (平裝)  

1.育兒 2.親子遊戲  428.82  

全腦開發!0-5 歲幼兒五感遊戲書 : 77

個居家活動,玩出孩子的自律力 X 集

中力 X 判斷力 / 中山芳一, 東雲蒙特

梭利兒童之家監修 ; 童小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51-8 (平裝)  

1.育兒 2.親子遊戲 3.蒙特梭利教學

法  428.82  

男男性愛怎麼做?BL 攻受技巧全解

析 / R-BL 研究會編 ; 呂郁青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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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53-2 (平裝)  

1.性知識 2.同性戀  429.1  

農業 

向孩子借來的地球 : 20 個自然生活

練習,打造綠色家園和永續未來 / 福

岡梓文字 ; 川村若菜插畫 ; 嚴可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果力文化, 漫

遊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雁

出版基地發行, 11007 .-- 144 面; 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6-1-0 (平

裝) NT$420  

1.永續農業 2.環境教育  430.13  

當 AI 遇上食與農教育 : 人、科技、

食物、農業與土地的重新連結 / 張

世佳, 曾紫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, 

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454-7-2 (平裝) NT$390  

1.農村教育 2.永續農業 3.人工智慧  

430.31 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

場年報. 一 0 九年度 / 蔡本原, 張惠

真執行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縣大

村鄉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

業改良場, 11006 .-- 137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5-40-8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

良場 2.農業推廣 3.臺灣  430.39  

黑水虻循環經濟交流會議 : 合作農

場之智慧農業與地方創生論文集 / 

林傳賢作 ; 高苑科技大學編輯 .-- 初

版  .-- 高 雄 市  : 高 苑 科 技 大 學 , 

11006 .-- 5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755-75-0 (平裝) NT$300  

1.農業經濟 2.農業昆蟲學 3.綠色經

濟 4.文集  431.2  

探索快速發展的俄羅斯農業與台灣

的 商 機  = Exploring the rapid 

developing Russian agriculture and 

Taiwan'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/ 黃清

晏, 戴志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

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58-9-

0 (平裝) NT$600  

1.農產品 2.出口政策 3.農業經營 4.

俄國 5.臺灣  431.27  

植物很有事 / 彭慧美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花蓮縣吉安鄉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花蓮區農業改良場, 11007 .-- 160 面; 

15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39-

2 (平裝) NT$50  

1.植物病蟲害 2.農作物 3.通俗作品  

433.4  

繪本探索書 : 開心農場 / 楊惠君執行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60-3 (平裝)  

1.農作物 2.學前教育  434  

植物日記簿 / 黃仕傑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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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Go 

outdoor ; 1FO015) .-- ISBN 978-986-

06810-0-0 (精裝) NT$550  

1.園藝學 2.觀賞植物 3.庭園設計  

435.11  

繪本探索書 : 耶!找到了 / 楊惠君執

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19-57-3 (平裝)  

1.蔬菜 2.學前教育  435.2  

多肉植物就要這樣玩 / 二木文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96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仙人掌目 2.園藝學  435.48  

景觀. 2021-I = Landscape / 陳子婷執

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景觀學

會, 11006 .-- 11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092-8-2 (平裝) NT$360  

1.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.景觀工程設

計  435.7064  

小動物臨床病例精選. 第一部 / 張仕

杰作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58-2-7 (精裝)  

1.獸醫學 2.病例  437.2  

貓博士的破解貓腎臓病  = Dr.Cat's 

nephrology / 林政毅作 .-- 臺北市 : 頤

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1196-5-

9 (精裝) NT$2000  

1.獸醫學 2.診斷學 3.貓  437.255  

寵物香遇樂油油 : 現代精油與寵物

的自然療法 / 林玉晴(Monica)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家親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61-0-5 (平裝) NT$450  

1.寵物飼養 2.自然療法 3.香精油  

437.3  

狗狗的疑問 / 蔣慧芬文 .-- 新北市 : 

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3-594-6 (平裝) NT$400  

1.犬 2.寵物飼養  437.354  

貓咪的疑問 / 黃淑賢文 .-- 新北市 : 

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3-595-3 (平裝) NT$400  

1.貓 2.寵物飼養  437.364  

一顆雞蛋幫你搞定生活中的大小事 / 

Alix Lefief-Delcourt 作 ; 史瀟瀟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64-180-3 ( 平 裝 ) 

NT$169  

1.蛋  437.715  

虎皮鸚鵡飼育指南 / 目良淳作 ; 蔡婷

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11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14-3 (平

裝) NT$320  

1.鸚鵡 2.寵物飼養  437.794  

水產試驗所年報. 2020 年 = Fisheries 

research institute annual report. 2020 / 

許晉榮總編輯 .-- 基隆市 : 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, 11006 .-- 14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41-

5 (平裝) NT$200  

1.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 

438.03  

日日都是吐司日 / 山口繭子作 ; 黃詩

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05-4 (平

裝) NT$320  
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 439.21  

手作職人級的極品吐司貝果鹽可頌 / 

張錫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4-179-7 (平

裝) NT$550  
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 439.21  

請問阿洸師傅! : 在家烘焙,人氣麵包

師的風味筆記 / 陳撫洸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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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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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08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12-9 (平裝) NT$550  
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 439.21  

職人手感吐司 / 吳克己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7 .-- 240 面; 

26 公分 .-- (好食光 ; 27) .-- ISBN 978-

986-06690-2-2 (平裝) NT$420 .-- ISBN 

978-986-06690-3-9 ( 平 裝 簽 名 版 ) 

NT$420  
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 439.21  

茶言觀色品茶趣 : 臺灣茶風味解析 = 

Observation and taste of tea / 陳國任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創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1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1-48-1 (平

裝) NT$450  

1.茶葉 2.製茶 3.茶藝 4.臺灣  439.4  

工程 

工程經濟 = Engineering economy / 葉

怡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

局, 11006 .-- 3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05-621-4 (平裝) NT$470  

1.工程經濟學 2.財務管理  440.016  

工程統計 / Lawrence L. Lapin 著 ; 潘

南飛, 溫志中編譯 .-- 修訂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
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6 .-- 53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282-94-

9 (平裝)  

1.工程數學 2.統計方法 3.機率  

440.119  

工程綜合力學 / 陳純森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5-561-9 (精裝) NT$800  

1.工程力學 2.動力學 3.材料力學  

440.13  

材 料 科 學 與 工 程 導 論 . 基 礎 篇  / 

William D. Callister,Jr., David G. 

Rethwisch 原著 ; 林貞君編譯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8-291-9 (平裝)  

1.材料科學 2.工程材料  440.2  

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建材

技術手冊 /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

院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

臺灣營建研究院, 11006 .-- 141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194-16-9 (平

裝)  

1.混凝土 2.建築材料  440.327  

(國民營事業)主題式測量學(含概要)

高分題庫 / 林志憲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493-8 (平裝)  

1.測量學  440.9  

大地工程原理 / Braja M. Dasn 著 ; 黃

安斌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商

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

公司, 11007 .-- 59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282-95-6 (平裝)  

1.土壤力學 2.工程地質學  441.12  

繪本探索書 : 寄居蟹找新家 / 楊惠君

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46-7 (平裝)  

1.建築物 2.學前教育  441.4  

雲林縣歷史建築原虎尾官營小賣市

場修復再利用計畫暨第一公有零售

市場總體規劃評估成果報告 / 吉申

君計畫主持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

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750-07-2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市場 2.歷史性建築 3.雲林縣虎尾

鎮  441.447  

建築構造施工 / 張先覺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張先覺出版 : 文笙書

局經銷, 11006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40-3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1.建築物構造 2.施工管理  441.5  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判決案例  / 

曾文龍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金

大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投資理財 ; 18) .-- 

ISBN 978-986-97217-9-0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營建法規 2.營建管理 3.公寓 4.判

例  441.51  

建築法規隨身讀 / 江軍彙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2-

879-4 (全套:平裝)  

1.營建法規  441.51  
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: 大樓 / 鹿島建

設株式會社監修 ; 李彥樺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2

面; 30 公分 .-- (閱讀與探索) .-- ISBN 

978-986-5593-48-3 (精裝) NT$350  

1.建築物 2.建築工程  441.52  

乙級室內設計證照 術科 研習攻略. 

A 卷 / 晨興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晨興設計文創工作室, 11009 .-- 12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901-9-

5 (平裝)  

1.建築工程 2.室內設計 3.工程圖學  

441.521  

建築業的知識管理 / 盧錫欽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頂淵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204 面; 21 公分 .-- (經

營管理 ; 18) .-- ISBN 978-986-7175-

47-2 (平裝) NT$350  

1.營建管理 2.施工管理  441.529  

既有公有建築節能改善成果專輯 = 

Achievements in energy efficiency 

improvement of existing public 

buildings /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編輯 .-- 

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, 11006 .-

- 1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6-11-5 (平裝)  

1.建築節能 2.公共建築 3.綠建築  

441.577  

臺中市市定古蹟清水社口楊宅修復

工程工作報告書  / 曾文吉計畫主

持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文化

資產處, 11006 .-- 757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1-02-8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1200  

1.房屋建築 2.古蹟修護 3.臺中市清

水區  441.59  

建築設備 / 山田浩幸監修.著作 ; 沈

曼雯譯 .-- 修訂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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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7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0-179-4 (平裝) NT$700  

1.建築物設備  441.6  

水利統計. 中華民國 109 年 = Statistic 

of water resources. 2020 / 經濟部水利

署主計室編著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

利署, 11008 .-- 24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3-191-7 (平裝)  

1.水利工程 2.統計 3.臺灣  443.6  

各直轄市、縣市重要水利統計指標

分析.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/ 經濟部水

利署主計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

33 

 

經濟部水利署, 11008 .-- 109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192-4 (平

裝) NT$250  

1.水利工程 2.統計 3.臺灣  443.6  

(升科大四技)機械基礎實習、製圖

實習(歷年試題+模擬考) / 何曜辰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06-5 (平

裝)  

1.機械工程  446  

幼兒簡易機械 : 勇闖雲端 = Early 

simple machines : break into the clouds / 

玩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樂疊創意機器人有限公司, 

11006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98124-9-8 (平裝)  

1.機械工程 2.通俗作品  446  

(升科大四技)機械力學完全攻略 / 黃

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08-

9 (平裝)  

1.機械力學  446.1  

(升科大四技)機械製圖實習完全攻

略 / 韓森, 千均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6 .-- 4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05-8 (平裝)  

1.機械設計 2.工程圖學  446.194  

鍋爐學之基本原理與操作 / 于令易, 

王固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鼎書

局, 11006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923-7-4 (平裝) NT$200  

1.鍋爐  446.34  

(升科大四技)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/ 黃

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03-

4 (平裝)  

1.機件  446.87  

酷炫帥氣的車子 / 羅伯.洛伊德.瓊斯

(Rob Lloyd Jones)文 ; 史戴弗諾.陶格

奈提(Stefano Tognetti)圖 ; 謝維玲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03-909-0 (精裝)  

1.汽車 2.兒童讀物  447.1  

(升科大四技)電工機械(含實習)完全

攻略 / 鄭祥瑞, 程昊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4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499-0 (平裝)  

1.電機工程  448  

馭光前行 : 穿越火力發電時空長廊 = 

Gliding through the light / 古碧玲, 張

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8-2-8 (精裝) 

NT$420  

1.臺灣電力公司 2.電力事業 3.發電

廠  448.0933  

電動機控制與模擬 / 蔡明發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43-2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電動機  448.22  

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 : 技術士乙

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總整理 / 曾

相彬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

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4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

745-6 (平裝) NT$500  

1.電力配送  448.37  

繪本探索書 : 像神一樣的電力 / 楊惠

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53-5 (平

裝)  

1.電力應用 2.學前教育  448.4  

電子學 / 葉倍宏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

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41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0-741-8 (上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450  

1.電子工程 2.電子學  448.6  

電子學實驗 / 陳瓊興編著 .-- 十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789-5 (下冊:平裝)  

1.電子工程 2.電路 3.實驗  448.6034  

電子材料產業年鑑. 2021 = Electronic 

materials industry yearbook. 2021 / 張

崇學, 陳靖函, 林一星, 呂學隆, 王孟

傑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財團

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

策略發展所出版 ; 臺北市 : 經濟部技

術處發行, 11007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4-365-5 ( 平 裝 ) 

NT$6500  

1.電子工程 2.工程材料 3.年鑑  

448.614058  

IC 封裝製程與 CAE 應用 / 鍾文仁, 

陳佑任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2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02-1 

(平裝) NT$470  

1.積體電路 2.半導體 3.塑膠加工  

448.65  

從波動物理到數位光學  / 吳明德
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光電

科技工業協進會, 11006 .-- 100 面; 28

公分 .-- (光電科技資料叢書 ; 35) .-- 

ISBN 978-986-6053-28-3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光電科學 2.物理光學  448.68  

積體光機電科技與智慧財產權實務

會 議 論 文 集 . 2021 第 十 五 屆  = 

Proceedings of the 15th Conference on 

Intergrated Opto-Mechatronic 

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

Rights / 中華民國積體光機電科技協

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

積體光機電科技協會, 11006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

ISBN 978-986-95023-4-4 (平裝)  

1.光電科學 2.電機工程 3.文集  

448.6807  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 

都更危老大解密,耕築共好家園 / 黃

張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
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

23 公分 .-- (Wide 系列 ; 3) .-- ISBN 

978-626-7014-02-8 (平裝) NT$360  

1.都市更新  445.1  

繪本探索書 : 有你真好 / 楊惠君執行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51-1 (平裝)  

1.環境教育 2.學前教育  445.9  

一個塑膠袋 : 伊莎圖 西瑟與甘比亞

的回收婦女們 / 米蘭達.保羅(Miranda 

Paul)文 ; 伊莉莎.祖能(Elizabeth Zunon)

圖 ; 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
宇宙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40 面; 23X27

公分  .-- 注音版  .-- ISBN 978-986-

06417-9-0 (精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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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西瑟(Ceesay, Isatou) 2.塑膠 3.廢棄

物處理 4.通俗作品 5.甘比亞  

445.97  

繪本探索書 : 垃圾嘰哩咕嚕變 / 楊惠

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50-4 (平

裝)  

1.廢棄物處理 2.學前教育  445.97  

永 續 年 夜 飯  : 人 類 世 的 餐 桌  = 

Sustainable new year's table / 方慧詩, 

陳其農, 徐承堉, 林哲安, 湯立成, 林

孟慧, 郭庭君, 楊雅苓作 .-- 臺北市 : 

國立臺灣博物館, 11006 .-- 6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43-1 (平

裝)  

1.永續發展 2.環境教育 3.多元文化  

445.99  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

局施政年報. 109 年 / 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[編] .-- 臺北

市 :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

物質局, 11006 .-- 12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38-59-3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

質局 2.施政報告  445.99  

繪本探索書 : 小管家的綠生活 / 楊惠

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54-2 (平

裝)  

1.環境教育 2.環境保護 3.學前教育  

445.99  

應用化學；化工 

基礎化工. 下冊 / 劉秉烜, 王文哲, 李

安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

書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12 面; 26 公

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.-- 

ISBN 978-986-5531-42-3 (平裝)  

1.化學工程  460  

食品產業年鑑. 2021 / 陳麗婷, 鄭佩

真, 孫以倫, 李怡蓁, 黃秋香, 徐郁婷, 

王素梅, 陳玉玲, 莊承曄, 陳靖旻, 簡

政群, 林淨鈴, 陳怡文, 賴盈秀, 彭素

玲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財團法人食

品工業發展研究所, 11007 .-- 52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10-36-8 

(平裝) NT$4000  

1.食品工業 2.年鑑  463.058  

品酒入門指南 : 從歷史、釀製、文

化、品酒、工具到選購 ,帶你認識

101 個實用酒知識 / 鄭菀儀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看懂一

本通 ; 8) .-- ISBN 978-626-7009-08-6 

(平裝) NT$350  

1.酒業 2.酒  463.8  

酒食搭配 : 以法國、義大利、及西

班牙葡萄酒為例  = Food and wine 

pairing : using French, Italian, and 

Spanish wine as examples / 林建安編

著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, 

11009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76-1-7 (平裝)  

1.葡萄酒 2.飲食  463.814  

琴酒天堂 / Tristan Stephenson 作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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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

- (food ; 10)(好奇調酒師系列 ) .-- 

ISBN 978-986-06478-3-9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蒸餾酒 2.製酒業  463.83  

植萃手工皂研究室 : 天然調色香,全

家都好用!草圖設計 X 膚質選擇 X

精油療效 X 配方比例,自然設計師的

39 款手作沐浴提案 / 利理林 ririrhim

著 ; 林坤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

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9-2-6 

(平裝) NT$550  

1.肥皂  466.4  

香氛,時光 : 專業調香師的天然 X 經

典配方(適用香水、香膏、手工皂、

蠟燭) / Arom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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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6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10-4 (平

裝) NT$320  

1.香料  466.6  

製造 

相伴一生的機械錶 : 全方位認識機

械錶的浪漫、複雜功能和經典機芯 / 

並木浩一著 ; 李漢庭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真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(認真生 活  ; 2) .-- ISBN 978-986-

99539-9-3 (平裝) NT$320  

1.鐘錶  471.2  

dicPIC 數位訊號控制器應用開發 / 

曾百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2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59-

0 (平裝) NT$800  

1.微處理機 2.通訊工程  471.516  

PIC18F4550 微處理機 C 語言設計實

務 : 使用 MEB 多功能實驗板 / 胡茂

林, 郭憲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273-3 (平裝)  

1.微處理機  471.516  

印前製程(圖文組版項)丙級檢定學

術科試題精析 / 陳麗娟編著 .-- 六
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0-739-5 ( 平 裝 ) 

NT$395  

1.印刷術 2.問題集  477.022  

GREP Tricks : InDesign 自動化的極致,

快速搞定瑣碎煩冗的編排流程 / 陳

吉清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火星頑

童, 11008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80-9 (平裝) NT$620  

1.InDesign(電腦程式) 2.電腦排版 3.

版面設計  477.22029  

匠藝復華 : 台灣老家具醫美師陳麗

全師傅 / 陳素貞, 劉瑞琳, 吳正男, 陳

麗全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可澄音樂

文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7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365-4-4 (平

裝)  

1.陳麗全 2.民間工藝 3.古物修復 4.

家具  479.79  

商業；各種營業 

草山紅 :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茶業發

展史 1830-1990 / 陳志豪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衛城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18-5-0 (平

裝) NT$420  

1.茶葉 2.歷史 3.陽明山國家公園  

481.609  

永不放棄 : 我如何打造麥當勞王國 / 

雷.克洛克(Ray Kroc), 羅伯特.安德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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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Robert Andreson)著 ; 林步昇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114) .-- ISBN 

978-986-06579-4-4 (平裝) NT$380  

1.克洛克(Kroc, Ray, 1902-1984) 2.麥

當勞公司(McDonald's Corporation) 3.

餐飲業管理 4.傳記  483.8  

吃在台中 : 47 家風味餐廳品味台中

的食光記憶 / 岳家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0-82-4 (平裝) NT$420  

1.餐廳 2.餐飲業 3.臺中市  483.8  

屏東人抵家. 1, 嚼色 / 黃鼎倫, 王妃

靚總編輯 .-- 屏東市 : 屏東縣政府, 

11007 .-- 113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72-13-9 (平裝)  

1.餐飲業 2.創業 3.訪談 4.屏東市  

483.8  

為您服務 : 米其林三星餐廳的待客

之 道  / 丹 尼 . 庫 蒂 雅 德 (Denis 

Courtiade), 卡 蜜 兒 . 賽 亞 (Camille 

Sayart)作 ; 林惠敏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
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15-0 (精裝) NT$450  

1.餐飲業管理 2.顧客服務  483.8  

菜單設計 / 江敏慧, 嚴如鈺, 劉姚伶, 

吳美蘭, 黃寶元, 廖郁雯, 謝美婷合

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62-762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菜單 2.設計 3.餐飲業管理  483.8  

綠色生活地圖 : 綠色生活從掌心上

路 = Green life in Taiwan : for earth for 

health / 林美慧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台北市文化探索協會, 11006 .-

- 1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52-0-7 (平裝)  

1.餐飲業 2.綠色經濟 3.臺灣遊記  

483.8  

餐旅服務 / 駱俊賢, 謝宜芳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40-1 (平裝) 

NT$400  

1.餐旅管理  483.8  

餐飲人力資源管理. 民宿篇 / 陳永賓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08-5 (平

裝) NT$400  

1.餐飲業管理 2.人力資源管理  

483.8  

工具機產業的精實變革 4.0 / 劉仁傑, 

巫茂熾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, 11007 .-- 336

面; 21 公分 .-- (精實管理系列 ; 25) .-- 

ISBN 978-986-99205-5-1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機械業 2.工具機 3.組織再造  

484.1  

機 械 產 業 年 鑑 . 2021 = Machinery 

industry yearbook. 2021 / 邱琬雯, 唐翌

鈞, 陳佳盟, 陳侑成, 張雯琪, 黃仲宏, 

熊治民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
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

國際策略發展所出版 ; 臺北市 : 經濟

部技術處發行, 11007 .-- 32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63-1 (平

裝) NT$6500  

1.機械業 2.年鑑  484.1058  

汽機車產業年鑑. 2021 = Automobile 

and motorcycle industry yearbook. 2021 

/ 蕭瑞聖, 謝騄璘, 曾郁茜, 蔡宜君, 沈

怡如, 李欣恩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

東鎮 :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

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出版 ; 臺北

市 :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, 11007 .-- 40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64-

8 (平裝) NT$6500  

1.汽車業 2.機車業 3.年鑑  484.3058  

高科技廠務 / 顏登通編著 .-- 五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05-2 (平裝)  

1.科技管理 2.工廠管理 3.工廠設備  

484.5  

電子零組件暨顯示器產業年鑑. 2021 

=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flat panel 

display industry yearbook. 2021 / 林研

詩, 林松耀, 謝孟玹, 董鍾明, 黃孟嬌, 

呂學隆, 羅宗惠, 陳昆彥, 周怡珊作 .-

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財團法人

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

發展所出版 ; 臺北市 : 經濟部技術處

發行, 11007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64-366-2 ( 平 裝 ) 

NT$8500  

1.電子業 2.顯示器 3.年鑑  484.5058  

半 導 體 產 業 年 鑑 . 2021 = 

Semiconductor industry yearbook. 2021 

/ 江柏風, 岳俊豪, 范哲豪, 張雯琪, 陳

靖函, 彭茂榮, 黃嫈珺, 黃鈺媖, 黃慧

修, 楊啟鑫, 劉美君, 練惠玉作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財團法人工業

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

所出版 ; 臺北市 :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, 

11007 .-- 2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4-361-7 (平裝) NT$6500  

1.半導體工業 2.年鑑  484.51058  

通 訊 產 業 年 鑑 . 2021 = 

Communications industry yearbook. 

2021 / 呂珮如, 李柏毅, 陳佳滎, 陳梅

鈴, 徐富桂, 黃鈺媖, 楊玉奇, 楊欣倫, 

魏伊伶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
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

國際策略發展所出版 ; 臺北市 : 經濟

部技術處發行, 11007 .-- 225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62-4 (平

裝) NT$6500  

1.通訊產業 2.年鑑  484.6058  

抖音 / 馬修.布倫南(Matthew Brennan)

著 ; 張美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

11007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9-62-9 (平裝) NT$420  

1.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 2.電

腦資訊業 3.網路社群 4.中國  

484.67  

石 化 暨 特 化 產 業 年 鑑 . 2021 = 

Petrochemical and specialty chemical 

industry yearbook. 2021 / 范振誠, 何翠

蘋, 邱純慧, 陳育誠, 陳明君, 張怡雯, 

蕭亞漩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
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

國際策略發展所出版 ; 臺北市 : 經濟

部技術處發行, 11007 .-- 35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68-6 (平

裝) NT$8500  

1.石油化學業 2.年鑑  486.5058  

醫療器材產業年鑑. 2021 = Medical 

devices industry yearbook. 2021 / 李爾

芳, 林怡欣, 徐勤禎, 郭大維, 張慈映, 

劉千綺, 劉家豪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

竹東鎮 :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

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出版 ; 臺

北市 :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, 11007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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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

369-3 (平裝) NT$6500  

1.醫療器材業 2.年鑑  487.1058  

啟明出版 2011-2021 / 啟明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啟 明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701-9-8 (精裝) NT$1200  

1.啟明出版事業公司 2.書影  

487.78933  

百 夫 長 攻 略  / 陳 志 彬 口 述  ; 

CENTURION 總管理處編輯部作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8-94-9 ( 精 裝 ) 

NT$400  

1.CENTURION 百夫長旅行箱 2.行李

箱 3.品牌 4.企業經營  487.9  

臺灣家具產學發展論壇. III. 2021 : 

「一建築一家具」文化.設計.理論與

法律論文集 / 盧圓華主編 .-- 高雄市 : 

樹德科技大學橫山 USR 專案推動辦

公室,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, 11006 .-- 

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630-7-7 (平裝) NT$300  

1.家具 2.家具設計 3.產業發展 4.文

集  487.9107  

圖解服務業管理 / 陳耀茂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00-9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服務業管理  489.1  

專業與堅持 : 23 則餐旅專業經理人

的故事 /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, 書泉出

版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

版社, 11007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1-231-7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餐旅管理 2.餐旅業 3.人物志  

489.2  

觀光餐旅概論 / 莊暢, 俞秀美, 楊光

絢, 孫建平, 蔡亞芝, 陳佩君, 李家蓁, 

張瓊嬌編著 .-- 4 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25-0 

(平裝)  

1.餐旅業 2.餐旅管理  489.2  

眼淚的重量 : 聽 22 位送行者說他們

看到的人生故事 / 楊敏昇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88-4 (平裝)  

1.殯葬業 2.通俗作品  489.66  

商學 

亞馬遜逆向工作法 : 揭密全球最大

電商的經營思維 / 柯林.布萊爾(Colin 

Bryar), 比爾.卡爾(Bill Carr)著 ; 陳琇

玲, 廖月娟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(財經企

管 ; BCB738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233-5 (平裝)  

1.亞馬遜公司(Amazon.com) 2.電子商

務 3.企業經營 4.領導論  490.29  

專業課程結合全國競賽及證照之教

學實務 : 以電子商務為例 / 邱顯貴

作 .-- 新北市 : 邱顯貴, 11008 .-- 105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81-

6 (平裝)  

1.電子商務  490.29  

電子商務入門 : 觀念、模式與跨境

實戰 / 朱訓麒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前 程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96-0-1 (平裝)  

1.電子商務  490.29  

新零售時代的流量變現術 / 易觀互

聯網+研究院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好優文化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(好優文化) .-- ISBN 978-986-06204-

9-8 (平裝) NT$320  

1.電子商務 2.商業管理 3.個案研究  

490.29  

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19 ; 暨世界上

最有力量的是夢想. 41 / 華品文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
行銷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0-3-0 (平

裝)  
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 490.99  

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

機 / 華品文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華 品 文 化 國 際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30-4-7 (平裝) NT$650  
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訪談  490.99  

商務英文 / 李欣欣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中 華 電 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大學用

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40-9 (平裝) 

NT$550  

1.商業書信 2.商業英文 3.商業應用

文  493.6  

國際貿易英文 / 蔡靜宜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

用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37-9 (平

裝) NT$400  

1.商業書信 2.商業英文 3.商業應用

文  493.6  

會計學 / 邱献良, 粘凱婷, 張嘉文著 .-

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548-53-3 (平裝)  

1.會計學  495.1  

會計學概要 : 以國際會計準則為基

礎 / 林有志, 黃娟娟著 .-- 五版 .-- [新

北市]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15-5-3 (平裝)  

1.會計學  495.1  

別怕!零基礎的財務報表解讀術 : 輕

鬆理解三大報表,工作投資都上手! / 

大手町漫步著 ; 陳美瑛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28-7 (平裝)  

1.財務報表 2.財務分析  495.47  

財務報表分析 / 王全三, 吳瑞萱, 林

修葳, 張竹萱, 葉志權, 趙慕芬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 11006 .-- 

608 面 ; 26 公分  .-- (滄海書碼  ; 

AC0232) .-- ISBN 978-986-363-134-7 

(平裝)  

1.財務報表 2.財務分析  495.47  

圖解第一次看財務報表就上手 / 趙

曉蓮, 李明黎著 .-- 修訂四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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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0-175-6 (平裝) NT$320  

1.財務報表 2.財務分析  495.47  

成本與管理會計 / 黃美玲, 黃小玉, 

吳美芬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

斯頓國際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8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48-54-0 

(平裝)  

1.成本會計 2.管理會計  495.7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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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識會計與舞弊防治 / 許順雄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 11009 .-- 

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3-

137-8 (平裝)  

1.會計審計 2.風險管理  495.9  

文創行銷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 : 

以流通管理課為例 / 邱顯貴作 .-- 新

北市 : 邱顯貴, 11008 .-- 8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69-4 (平裝)  

1.行銷管理 2.流通服務 3.文化行銷  

496  

強勢品牌成長學 : 從策略到實踐,關

鍵六步驟打造品牌恆星,創造生意好

業績 / 王直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 流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189-3 (平裝) NT$380  

1.品牌 2.品牌行銷  496  

提升平台流量的影片行銷術! / 久松

慎一, 江見真理子作 ; 林芷柔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175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2-52-5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網路行銷 2.數位媒體  496  

圖解社群行銷一看就上手 / 坂本翔

原著 ; 黃品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

884-8 (平裝)  

1.網路行銷 2.網路社群  496  

盲視效應 : 找出左右大腦消費行為

的關鍵,破解行銷手法,與品牌平起平

坐 / 麥特.強森(Matt Johnson), 普林斯.

古曼(Price Ghuman)著 ; 洪慧芳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

- (方向 ; 74) .-- ISBN 978-986-0795-

15-8 (平裝) NT$480  
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心理學  496.34  

消費者行為 / Michael R. Solomon 原

著 ; 陳尚永編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

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45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9548-52-6 (平裝)  
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心理學  496.34  

從零開始讀懂消費者行為 : 一本掌

握顧客心理、購買決策與消費動機

的基礎 / 松井剛, 西川英彦著 ; 陳朕

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0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24-

6 (平裝) NT$450  
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心理學  496.34  

手繪 300 張圖讓你看懂富顧客的極

度購物 : 為何金牌行銷總能第一眼

看穿顧客內心,下一步就讓他買單? / 

何聖君,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.-- 新北

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

面; 23 公分 .-- (Smart ; 111) .-- ISBN 

978-986-5564-30-8 (平裝) NT$300  

1.銷售 2.行銷策略 3.消費心理學  

496.5  

雙贏 : 東西這樣賣,團隊這樣帶,超業

雙雄黃正昌與賴政昌傾囊相授,修練

一流銷售技巧,打造頂尖業務團隊,就

是這本書! / 賴政昌, 黃正昌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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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6-08-7 (平裝) NT$380  

1.銷售 2.職場成功法  496.5  

廣告學 / 林承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用書 .-- 

ISBN 978-957-572-639-3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廣告學  497  

如何在 LINE、FB 寫出爆款文案 : 奧

美前金牌廣告人教你 ,把文字變成

「印鈔機」的 18 個技巧! / 關健明
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64-32-2 ( 平 裝 ) 

NT$290  

1.廣告文案 2.網路社群  497.5  

金句語錄文案學 / 唐崇達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文案達人管理顧問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28-0-0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廣告文案 2.廣告寫作 3.格言  

497.5  

最強網路文案產生器 / 中野巧著 ; 涂

綺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
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商 業 周 刊 , 
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9-61-2 (平裝) NT$380  

1.廣告文案 2.廣告寫作 3.網路行銷  

497.5  

連鎖品牌經營力 / 陳其華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191-6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連鎖商店 2.加盟企業 3.品牌行銷 4.

企業經營  498.93  

企業管理 

1 小時讀懂!圖解杜拉克入門 / 森岡

謙仁著 ; 朱麗真譯 .--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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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ideaman ; 

132) .-- ISBN 978-626-7012-03-1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企業管理  494  

公司的概念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 F. 

Drucker)作 ; 劉純佑譯 .-- 臺北市 : 博

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84

面; 22 公分 .-- (跨世紀大師彼得.杜

拉克全集 ; 3) .-- ISBN 978-986-99851-

8-5 (精裝) NT$480  

1.美國通用汽車公司(General Motors 

Corporation) 2.企業管理 3.組織管理 4.

美國  494  

世界真正首富羅特希爾德家族(珍藏

版) / 陳潤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

類 智 庫 數 位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3-600-4 (平裝) NT$380  

1.家族企業 2.猶太民族 3.個案研究  

494  

企業管理概論 : 實務策略與應用 / 牛

涵錚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 

11007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3-136-1 (平裝)  

1.企業管理  494  

易經的管理思想 / 張廣福著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, 

11006 .-- 182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古

代管理叢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314-

556-1 (平裝) NT$280  

1.易經 2.管理理論 3.企業管理  494  

看漫畫學 MBA 學 : 從 9 部大家熟知

的漫畫學習 MBA 知識入門 / 上野豪

著 ; 張瑜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書

泉出版社, 11007 .-- 280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51-230-0 ( 平 裝 ) 

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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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企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 494  

現 代 管理 學  / Stephen P. Robbins, 

Mary A. Coulter, David A. De Cenzo

著 ; 洪緯典編譯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

市 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4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44-1-5 (平裝)  

1.管理科學  494  

組織策略執行 專案管理的視角 / 江

俊毅, 黃偉, Gary Klein, 吳曉松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

中 心 出 版  :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發 行 , 

11006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464-1 (平裝) NT$360  

1.專案管理 2.企業管理  494  

當代經營管理個案探討  / 許昌賢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社團法人中華

商務促進發展協會, 11006 .-- 6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276-1-8 

(平裝)  

1.企業經營 2.個案研究  494  

數據為王 : 學會洞察數據才是行銷

之王 / 王俊人 Cj W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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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

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

593-1 (平裝) NT$450  

1.企業管理 2.資料處理  494  

影響力策略 : 16 個永續共榮的企業

故事 / 林惠君, 黃筱珮, 邵冰如, 陳培

思, 朱乙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財經企

管 ; BCB737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210-6 (平裝) NT$450  

1.企業經營 2.企業管理  494  

原子時間 : 奇蹟的晚間 4 小時,改變

人生、收入翻倍,社畜獸醫的時間管

理實證 / 柳韓彬著 ; 張亞薇譯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寫樂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996-9-7 (平裝)  

1.時間管理 2.生活水準 3.自我實現  

494.01  

暫停時間術 / 尾石晴作 ; 林巍翰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 

374) .-- ISBN 978-986-0742-57-2 (平裝) 

NT$340  

1.時間管理 2.工作效率  494.01  

打開網路就有錢 : 我靠自媒體與投

資理財打造多元獲利模式 / 呂明璋

(工具王阿璋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 流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200-5 (平裝) NT$360  

1.創業 2.網路行銷 3.個人理財  

494.1  

老闆說我的企劃是垃圾 : 企劃救星!

韓國三星集團都在用,五步驟明確流

程打造神提案 / 朴赫鍾著 ; 郭佳樺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出

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7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79-9-0 (平裝) NT$380  

1.企劃書  494.1  

沒有富爸爸的創業成功學 : 跟著貓

咪老師學習開一間能活下去的公司 / 

中野裕哲著 ; 梁蘊薏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

165-4 (平裝) NT$299  

1.創業 2.職場成功法  494.1  

我創業,我獨角. no.3 : #精實創業全

紀錄,商業模式全攻略 = UNIKORN 

startup. 3 / 羅芷羚(Bella Luo)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獨角國際傳媒事業群

獨角文化出版 : 享時空間控股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90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56-2-9 (平

裝)  

1.創業 2.企業經營 3.商業管理 4.策

略規劃  494.1  

訂閱經濟 : 一場商業模式的全新變

革 / 安福雙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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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4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97-9 (平

裝) NT$450  

1.商業管理 2.網路行銷 3.電子商務 4.

個案研究  494.1  

試錯,我不想你失敗 : 10 堂千金換不

到的創業人生課 / 張凱鈞, 陳鴻傑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32 面; 

21 公分 .-- (BIG ; 364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63-2 (平裝) NT$320  

1.創業 2.成功法 3.個案研究  494.1  

精準企劃 : 搞懂客戶意圖,正確定義

問題,十大技巧寫出一次通過的好企

劃 / 梁恩宇著 ; 林芳如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實用

知識 ; 77) .-- ISBN 978-986-0795-17-2 

(平裝) NT$350  

1.企劃書  494.1  

獨角獸創業勝經 : 大數據分析 200+

家新創帝國,從創造、轉折、募資到

衝破市場,揭開成功的真正關鍵 / 阿

里.塔馬瑟(Ali Tamaseb)著 ; 吳慕書, 

游懿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

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2-16-1 (平裝) NT$480  

1.創業 2.企業管理 3.個案研究 4.成

功法  494.1  

Google 社長教你管理的 7 個習慣 : 

建立一個從「沒有你不行」到「沒

有你也行」的超強團隊! / 辻野晃一

郎著 ; 侯詠馨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Biz) .-- ISBN 978-986-

5564-36-0 (平裝) NT$280  

1.企業領導 2.職場成功法  494.2  

內在睿智之聲 : 策略型領導力的內

在聲音 / 阿特.克萊納(Art Kleiner), 傑

佛瑞.史瓦茲(Jeffrey Schwartz), 喬西.

湯姆森(Josie Thomson)著 ; 王少玲, 劉

體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月管理

顧問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508-6-8 (平

裝) NT$400  

1.領導者 2.組織管理  494.2  

狼道經營法則 : 全球 100 大企業最

有力的經營法則! = Wolf management 

/ 汪峻主編 .-- 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

拉格文創社, 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2-8-0 (平裝)  

1.企業經營 2.組織管理  494.2  

不懂帶團隊,你就自己幹到死 / 石田

淳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
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601-

1 (平裝) NT$300  

1.人事管理 2.企業領導  494.3  

出賣我們的都是小細節 : 活用故事

力、細節力、逆境力、儀式力和美

學力,讓高度與格局成為你面對逆境

的力量 / 浦孟涵(Shannon Pu)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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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59-6 (平裝) NT$36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你不只是新人,你是好手 : 職場第一

年必學的 30 個工作技能與習慣,步

步到位! / 大石哲之著 ; 賈耀平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

- (綠蠹魚) .-- ISBN 978-957-32-9219-7 

(平裝) NT$35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基本知能  494.35  

快速抓重點的數字法則 : 談生意、

閒聊的高手都知道,數字重點這樣抓! 

/ 山本崚平著 ; 高佩琳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 368) .-- 

ISBN 978-986-0742-65-7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數字  494.35  

每道人生的坎,都是一道加分題 / 莎

莉夫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
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(Happy learning ; 197) .-- ISBN 

978-986-136-591-6 (平裝)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生哲學  494.35  

到哪工作都 OK! : 無痛突破職涯瓶

頸 ,掌握自我、夢想、未來的最強

OKR / 姚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05-

7 (平裝) NT$36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目標管理  494.35  

超級業務人脈學 : 30 個認識人的關

鍵分享,幫助你拓展人脈,一輩子受用

無窮 / 吳家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麥田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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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21 公分 .-- (麥田航區 ; 13) .-- 

ISBN 978-626-310-041-1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494.3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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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崧燁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2 面; 21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765-3 (平裝) NT$35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 494.35  

優雅地反抗 / 趙珠熙著 ; 張召儀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(大好時光 ; 45) .-- ISBN 978-

986-0795-14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女性  494.35  

職場霸凌 : 法律調停專家教你維護

職場權益,化解工作場合的欺壓侵犯 

/ 彭孟嫻(Jessica Peng)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Big ; 364) .-- ISBN 978-957-13-9181-6 

(平裝) NT$38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霸凌 3.人際關係  

494.35  

*生產與作業管理 / 李昊, 徐明龍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52 面; 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5-99-4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1.生產管理 2.作業管理  494.5  

豐田精實管理的現場執行筆記 : 看

對問題就能讓今天比昨天更好 / 江

守智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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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69-08-1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豐田汽車公司(Toyota Motor 

Corporation) 2.生產管理 3.企業管理  

494.5  

帚珍餘緒 / 來新陽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來新陽, 11006 .-- 410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43-4 (平裝)  

1.品質管理 2.文集  494.5607  

給新手的圖像簡報會議技巧 / 久保

田麻美作 ; 劉姍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199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16-7 (平裝) NT$350  

1.簡報 2.圖表  494.6  

讓報告能力躍進的簡筆畫練習 / 山

田雅夫作 ; 甘為治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15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12-9 (平裝) NT$380  

1.簡報 2.圖表  494.6  

財務管理與會計決策. II / 林裕哲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10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9548-51-9 (平裝)  

1.財務管理 2.財務會計 3.決策管理  

494.7  

財務管理學實戰 BOOK / 張翔編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680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4-12-8 (上冊:平裝) 

NT$650  

1.財務管理  494.7  

社會科學類 

總論 

自然與社會的對話 / 戴東清著 .-- 臺

北市 : 致出版, 11007 .-- 15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17-1 (平裝) 

NT$280  

1.社會科學 2.言論集  500  

社會科學概論 = Introduction of social 

science / 葉至誠作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

揚 智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98-370-6 (平裝) NT$350  

1.社會科學  500  

Meta 分析實作 : 使用 Stata / 張紹勳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68-2 (平

裝) NT$500  

1.社會科學 2.研究方法 3.後設分析  

501.2  

統計 

中国移动游戏玩家为什么会转换? : 

基于推-拉-系泊(Push-Pull-Mooring)模

型与投资模型的实证研究  / 刘静

着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007 .-- 170

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中國移動遊

戲玩家為什麼會轉換?: 基於推-拉-系

泊 (Push-Pull-Mooring)模型與投資模

型 的 實 證 研 究  .-- ISBN 978-986-

06560-5-3 (平裝) NT$300  

1.統計學 2.統計分析 3.線上遊戲  

510  

圖解統計學超入門 / 高橋洋一作 ; 趙

鴻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7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11-2 

(平裝) NT$350  

1.統計學  5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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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 

史賓賽的快樂教育 / 赫伯特.史賓塞

(Herbert Spencer)著 ; 顏真譯 .-- 修訂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出版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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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8-01-0 

(平裝) NT$360  

1.教育  520  

臺南起步,遇見學習共同體 / 臺南市

教師會基地班教師暨輔諮教師群, 其

他縣市教師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

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 , 11007 .-- 

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9432-1-6 (平裝) NT$250  

1.臺灣教育 2.教育改革 3.文集 4.臺

南市  520.933  

改變我們如何學習的科學 Grasp / 山

加.沙馬(Sanjay Sarma), 路克.約辛托

(Luke Yoquinto)著 ; 洪蘭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199-2 (平裝) NT$450  

1.學習方法 2.學習心理 3.教育心理

學  521.1  

素養導向的教學理論與實務 : 教材

分析、教學與評量設計  / 劉世雄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29-0 (平

裝) NT$330  

1.教學理論 2.教學設計 3.教學法  

521.4  

雙語體育教學輕鬆上路  = Painless 

bilingual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

/ 程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36 面; 23 公

分 .-- (高等教育系列) .-- ISBN 978-

957-511-566-1 (平裝) NT$350  

1.師資培育 2.雙語教育 3.體育教學  

522.6  

女孩尋寶圖 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

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48 面; 24X23 公分 .-

- 典藏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55-2 

(精裝) NT$280  

1.兒童遊戲  523.13  

日本腦科學權威久保田競專為幼兒

設計有效鍛鍊大腦貼紙遊戲 / 久保

田競監修 ; 卓文怡翻譯 .-- 2 版 .-- 新

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72 面; 24 公

分 .-- (親子課) .-- ISBN 978-986-5593-

42-1 (精裝) NT$390  

1.兒童遊戲 2.益智遊戲  523.13  

男孩尋寶圖 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

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48 面; 24X23 公分 .-

- 典藏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54-5 

(精裝) NT$280  

1.兒童遊戲  523.13  

*兒童精神科醫師專業打造訓練遊

戲 : 全面啟動大腦學習認知力 / 宮口

幸治作 ; 李彥樺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28 面; 22 公

分 .-- (親子課) .-- ISBN 978-986-5593-

40-7 (平裝) NT$330  

1.兒童遊戲 2.認知學習  523.13  

BABY. 1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08-7 (全套:

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  

BABY. 2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09-4 (全套:

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  

BABY. 3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10-0 (全套:

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  

BABY. 4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11-7 (全套:

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  

CTM math. A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34-

6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CTM math. B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35-

3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CTM math. C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36-

0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CTM math. D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67-

4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CTM math. E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68-

1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CTM math. F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69-

8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Happy 數學. A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28-

5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Happy 數學. B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29-

2 (全套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Happy 數學. C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30-

8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Happy 數學. D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31-

5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Happy 數學. E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32-

2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Happy 數學. F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33-

9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  

一輛又一輛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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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46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運輸工具  523.2  

小小的我大大的夢想 : 人生藍圖遊

戲書 / 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格

拉文 ; Mariadiamantes 團隊圖 ; 海狗

房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96 面; 

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夢想)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535-918-8 (精裝) 

NT$360  

1.啟蒙教育 2.學前教育  523.2  

女生小祕密 / 王早早著 .-- 新北市 : 

人 類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3-53-8 (精裝) NT$220  

1.學前教育 2.性教育 3.繪本  523.2  

大箱子小盒子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76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  

幼幼生活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45-2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46-9 
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

47-6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48-3 (第 4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  

皮在癢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

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部分內容為注音  .-- ISBN 978-986-

5554-47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人體學  523.2  

交通尋寶圖 /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48 面; 23X24 公分 .-- 典

藏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56-9 (精

裝) NT$280  

1.學前教育 2.兒童遊戲  523.2  

米飯喔伊喜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67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稻米  523.2  

走,賞花去!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73-6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花卉  523.2  

男生小雞雞 / 王早早著 .-- 新北市 : 

人 類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52-1 (精裝) 

NT$220  

1.學前教育 2.性教育 3.繪本  523.2  

妙妙袋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

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部分內容為注音  .-- ISBN 978-986-

5554-74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  

美力新視界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75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美學  523.2  

便便繪本 便便超人 / 村上八千世文 ; 

瀨邊雅之圖 ; 紀富元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40 面; 20X20 公分 .-- (小魯

寶寶書) .-- ISBN 978-986-5566-74-6 

(精裝) NT$300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3.繪本  

523.2  

救救我的家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554-38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環境保護 3.繪本  

523.2  

誰放屁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

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ISBN 978-986-5554-41-5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衛生教育 3.繪本  

523.2  

誰是大嘴巴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69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動物  523.2  

誰是家電寶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39-2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400  

1.學前教育 2.家庭電器 3.繪本  

523.2  

糖果樂園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68-2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糖果  523.2  

ㄅㄆㄇ說故事. 4, 結合韻篇 : 讀本 / 

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

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5-84-1 (平

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漢語教學 3.注音符號  

523.23  

ㄅㄆㄇ說故事 : 讀本 / 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
司 , 11007 .-- 冊 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70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7015-71-1 (第 2 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5-72-8 (第 3

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73-5 (第 4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74-2 (第 5 冊:平裝

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5-75-9 

(第 6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漢語教學 3.注音符號  

523.23  

小豬愛上學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48-4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團體學習  523.23  

水果比一比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ISBN 978-986-5554-78-1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水果 3.營養  523.23  

水的遊樂園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

42 

 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04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水  523.23  

水果嘉年華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中文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62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水果  523.23  

天氣報報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79-8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氣候預測  523.23  

午茶圓舞曲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70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茶葉  523.23  

天氣魔術師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77-4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天氣  523.23  

冬天的節慶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ISBN 978-626-7015-19-3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節日  523.23  

幼幼 123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53-7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54-4 
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

55-1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56-8 (第 4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 523.23  

幼幼好寶寶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15-

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16-2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3  

幼幼快樂唱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17-

9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18-6 (第 2 冊: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兒歌 3.親子遊戲  

523.23  

幼幼兒歌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57-5 (第 1

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58-2 (第 2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59-9 (第 3 冊:平裝

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5-60-5 

(第 4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兒歌 3.幼兒遊戲  

523.23  

幼幼動動腦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24-

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25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幼兒教育  523.23  

幼幼塗鴉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49-0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50-6 
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

51-3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52-0 (第 4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美術教育  523.23  

幼幼愛數數 1-10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

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69-6 (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3.數字  

523.23  

幼幼數一數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26-

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27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幼兒教育  523.23  

出門看天氣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81-1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天氣  523.23  

布能說的事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

樹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中文 .-- 

ISBN 978-986-5554-66-8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布料 3.拼布藝術  

523.23  

夯番薯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

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部分內容為注音  .-- ISBN 978-986-

5554-90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甘藷  523.23  

吃水果囉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84-2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水果  523.23  

地球別哭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54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環境保護  523.23  

池塘的舞會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份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14-8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態教育  523.23  

有愛最美力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03-2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藝術教育 3.美學  

523.23  

光影魔術師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72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光  523.23  

車子等等我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中文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51-4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運輸工具  523.23  

豆豆兵團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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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65-1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豆菽類  523.23  

我的 1000 個生 活單字  / Caroline 

Modeste 繪 .-- 三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4

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626-313-007-4 (精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學前教育  

523.23  

我的 1000 個動物單字 / Agnés Besson

文字 ; Manu Surein 繪 .-- 三版 .-- 臺

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313-008-1 (精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學前教育  

523.23  

你的鞋我的鞋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43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鞋 3.繪本  523.23  

我要穿這件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80-4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布料  523.23  

找茶去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

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部分內容為注音  .-- ISBN 978-986-

5554-89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茶藝  523.23  

我家附近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ISBN 978-986-5554-52-1 (平裝

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社區  523.23  

我們這一班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59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學習  523.23  

我最愛美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ISBN 978-626-7015-01-8 (平裝

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3.儀容  

523.23  

我喜歡上學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ISBN 978-986-5554-58-3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團體學習  523.23  

快樂上小一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23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初等教育  523.23  

快樂念童謠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19-1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9-20-7 (第 2

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21-4 (第 3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22-1 (第 4 冊:平裝

附光碟片)  

1.童謠 2.學前教育  523.23  

花仙子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

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部分內容為英文  .-- ISBN 978-986-

5554-63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花卉  523.23  

垃圾太多了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44-6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廢棄物 3.廢棄物處理 4.

繪本  523.23  

花兒朵朵開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88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花卉  523.23  

念念唱唱囝仔歌  / 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
司 , 11007 .-- 冊 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00-9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01-6 (第 2 冊:平裝

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9-02-3 

(第 3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03-0 (第 5 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9-04-7 (第 6

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05-4 (第 4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童謠 2.臺語 3.學前教育  523.23  

社區走走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45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社區  523.23  

迎接歡樂年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20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節日  523.23  

咦!有個洞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

樹苗教材) .-- 部份內容為注音 .-- 

ISBN 978-986-5554-93-4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3  

看我甩尾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份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626-7015-07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尾巴 3.脊椎動物  

523.23  

風來了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

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12-4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風  523.23  

娃娃看自然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9-31-

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32-0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動物 3.植物  523.23  

挖洞高手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61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自然科學  523.23  



44 

 

美國幼兒園常用 500 字典 / Richard 

Howland 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51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3-62-0 (精裝) NT$430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學前教育 4.小

學教學  523.23  

夏日昆蟲派對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21-6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昆蟲  523.23  

閃亮燈光 Show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ISBN 978-986-5554-40-8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燈 3.光  523.23  

病菌 Bye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55-2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細菌  523.23  

家電一指通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份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50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家庭電器  523.23  

哪裡有洞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份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98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3  

彩色王國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626-7015-00-1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顏色  523.23  

彩色歡樂秀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99-6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顏色  523.23  

動物花花衣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97-2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動物  523.23  

逐家講臺語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9-06-

1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07-8 (第 2 冊:平裝附光

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9-08-5 (第

3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09-2 (第 4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童謠 2.臺語 3.學前教育  523.23  

捲捲樂園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60-6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自然美學  523.23  

袋袋樂園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ISBN 978-986-5554-95-8 (平裝

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3  

甜蜜蜜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

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部分內容為注音  .-- ISBN 978-986-

5554-71-2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糖果  523.23  

超好玩的!幼兒的 100 件東西認知大

尋 寶  / 娜 歐 米 . 威 金 森 (Naomi 

Wikinson)作 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維 京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80 面; 28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 

注音版  .-- ISBN 978-986-440-399-8 

(精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繪本  523.23  

喔伊喔伊!請讓路  / 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

樹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

ISBN 978-986-5554-53-8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運輸工具  523.23  

就是愛打扮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83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服裝  523.23  

喵喵茶鋪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ISBN 978-986-5554-96-5 (平裝

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茶葉  523.23  

畫說成語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19-

27-6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28-3 (第 2 冊: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品格 3.成語  523.23  

街頭巷尾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49-1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社區  523.23  

番薯ㄅㄨ ㄅㄨ ㄅㄨ / 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

樹苗教材) .-- ISBN 978-986-5554-64-4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甘藷  523.23  

番薯一家親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ISBN 978-986-5554-94-1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植物 3.根菜類  523.23  

節慶 Happy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22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歲時節令  523.23  

摺疊好功夫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ISBN 978-626-7015-05-6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生活教育  523.23  

鞋子 Show Show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

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42-2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鞋 3.繪本  523.2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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鞋子踢踏踢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56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3.鞋  523.23  

數字馬戲團 : 給小小孩的第一本點

讀 數 字 翻 翻 書  / 希 維 爾 . 密 西 琳

(Sylvie Misslin)文字 ; 史黛妃.柏克利

(Steffie Brocoli)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22 面; 32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626-307-181-0 (精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  

523.23  

熱鬧的荷花池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份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13-1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態教育  523.23  

燈!亮了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85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燈  523.23  

糖果夢公園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91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健康飲食  523.23  

學前記憶力訓練 500 題. 挑戰篇 / 王
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29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630-

6-8 (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記憶 3.學習方法  

523.23  

學前記憶力訓練 500 題. 高手篇 / 王
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29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630-

7-5 (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記憶 3.學習方法  

523.23  

學前記憶力訓練 500 題. 基礎篇 / 王
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29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630-

4-4 (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記憶 3.學習方法  

523.23  

學前記憶力訓練 500 題. 進階篇 / 王
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29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630-

5-1 (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記憶 3.學習方法  

523.23  

機器人到我家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中文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57-6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機器人  523.23  

點一盞燈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份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92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燈  523.23  

黏呀黏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

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部份內容為注音 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06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文具  523.23  

顏色魔法師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87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顏色  523.23  

麵包出爐囉!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02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麵包  523.23  

麵食大餐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40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

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986-5554-86-6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點心  523.23  

麵團揉一揉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 面; 26X24 公分 .-- (小樹

苗教材)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

978-986-5554-82-8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麵食食譜  523.23  

讀成語學品格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25-2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9-26-9 (第 2

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品格 3.成語  523.23  

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園

主任工作指引 : 我的園務神隊友 / 李

秉紅, 吳淑惠, 吳靜雯, 呂慧玲, 卓文

婷, 陳美君, 陳玫秀, 張一婷, 張育慈, 

練雅婷, 潘美慧編撰委員 .-- 臺北市 :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, 11007 .-- 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13-5 

(平裝)  

1.幼稚園 2.學校行政 3.學校管理  

523.27  

*國民中小學跨領域創新教案設計工

具書 / 張瑛蘭, 洪萩珍, 歐淑娟, 石博

名, 周欣晴, 謝靜如, 陳藴彤, 余姍蓉, 

楊淑雲, 粘容瑄, 江晏淳, 呂若慈, 莊

璿, 王秀蓮, 陳香綺, 侯國鈞, 葉庭瑄, 

毛振宇, 曾尚品, 張正昌, 羅筑云, 吳

宜庭, 吳宜柔, 鄭宇帆, 張湘云, 王意

婷作 ; 黃琴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 : 觀 錦 達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1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998-6-3 (平裝) NT$680  

1.教學設計 2.教學方案 3.中小學教

育 4.文集  523.307  

跨年級教學 : 領域教學設計與案例 / 

陳淑麗, 梁雲霞, 王曾敬梅, 陳文正, 

詹寶菁, 洪儷瑜, 陳金山, 李雅婷, 成

田幸夫, 林雍智著 ; 梁雲霞, 詹寶菁

主編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, 11006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00-84-8 ( 平 裝 ) 

NT$330  

1.教學設計 2.小學教學 3.文集  

523.307  

閱讀成果. 109 學年度 : 喜閱讀,積累

我的自學力 /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

民小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
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, 11007 .-- 233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18-

0 (平裝)  

1.閱讀指導 2.初等教育 3.教學法  

523.3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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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作文必備語詞選 / 商婷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00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3-005-0 (精裝)  
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詞彙 4.初等教

育  523.313  

繪本探索書 : 一本沒有結局的書 / 楊

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62-7 (平

裝)  

1.說故事 2.學前教育  523.316  

英文文法 : 中小學生專用 = The best 

choice for English beginners : useful 

English grammar / 心樵知性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拇指王文教

科技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4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87-7-8 (精

裝) NT$1200  

1.英語教學 2.語法 3.中小學教育  

523.318  

看漫畫學小學英語 : 自學&預習&複

習,扎根英語基礎實力! / 學研 Plus 編

著 ; 入江久繪漫畫 ; 吳嘉芳翻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

200 面; 26 公分 .-- (英語學習) .-- 

ISBN 978-986-5593-46-9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英語教學 2.初等教育 3.漫畫  

523.318  

BP 算術學園 : 九九乘法 / BP 研究會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43-795-7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算術 3.運算 4.初等教

育  523.32  

平面星大冒險 / 王文華, 賴以威作 ; 

黃哲宏, 楊容繪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4

面; 26 公分 .-- (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; 

7) .-- ISBN 978-626-305-040-2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 523.32  

我會數數 = I can count / 李雪菱文 ; 

徐文臺,李為嘉攝影 .-- 初版 .-- 花蓮

市 :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; 花

蓮縣吉安鄉 : 牧于森工作室, 11007 .-

- 12 面; 22 公分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06405-1-9 (精裝) 

NT$180  

1.數學教育  523.32  

挑戰拼圖披薩 / 王文華, 賴以威作 ; 

黃哲宏, 楊容繪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4

面; 26 公分 .-- (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; 

8) .-- ISBN 978-626-305-038-9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 523.32  

與眾不同鏡子星 / 王文華, 賴以威作 ; 

黃哲宏, 楊容繪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4

面; 26 公分 .-- (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; 

9) .-- ISBN 978-626-305-039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 523.32  

鳳凰露露的祕密 / 王文華, 賴以威作 ; 

黃哲宏, 楊容繪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4

面; 26 公分 .-- (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; 

10) .-- ISBN 978-626-305-041-9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 523.32  

社調高手 從研究到發表 = A little 

master of social survey / 侯雅齡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, 11006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00-39-8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社會科教學 2.自主學習 3.初等教

育  523.35  

自 然 究 會 . 2021 = The power of 

science education / 王琇姿, 任宗浩, 江

建昌, 汪鴻玉, 周旭斌, 林宣安, 林麗

芬, 洪毓秀, 紀貫騰, 胡秀芳, 張詠喻, 

張麗莉, 許彩梁, 陳子聖, 陳名賢, 陳

學淵, 黃重仁, 楊易倫, 葉鴻楨, 廖郁

純, 劉靜文, 蔡秀惠, 蔡藍儐, 龍慧真, 

鍾慈玲, 魏秀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, 11007 .-- 

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2-01-6 (平裝)  

1.科學教育 2.中小學教育  523.36  

米寶寶長大了 / 李雪菱文 ; 徐文臺, 

李為嘉攝影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花蓮

市 :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; 花

蓮縣吉安鄉 : 牧于森工作室, 11007 .-

- 84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06405-0-2 (精裝) NT$280  

1.學前教育 2.永續農業  523.36  

超簡單生物課 : 中小學自然科超高

效學習指南 / DK 出版社編輯群著 ; 

涂瑋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
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09-8-2 (平

裝) NT$750  

1.生物 2.中小學教育  523.36  

海洋與戶外教育素養導向教學與實

務學術研討會報告書暨論文集. 2021

年 / 溫卓謀總編輯 .-- 臺東市 : 國立

臺東大學體育學系, 11006 .-- 1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65-6-6 

(平裝)  

1.海洋學 2.戶外教學 3.中小學教育 4.

文集  523.3607  

小學生校園足球遊戲 / 南尚傑, 徐兵, 

王英梅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
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7 面; 21

公分 .-- (運動遊戲 ; 14) .-- ISBN 978-

986-346-337-5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

NT$350  

1.體育教學 2.小學教學 3.足球  

523.37  

老師,請你一定要看電影! : 85 部好片 

X 100 個引導式對話，讓孩子學會

幸福 f 陳建榮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學習與教育 ; 

223) .-- ISBN 978-626-305-036-5 (平裝) 

NT$420  

1.電影片 2.藝術教育 3.初等教育  

523.37  

新課綱健康與體育領域學術研討會

報告書暨論文集. 2021 年 / 陳玉枝總

編輯 .-- 臺東市 :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

學系, 11006 .-- 9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65-7-3 (平裝)  

1.體育教學 2.衛生教育 3.中小學教

育 4.文集  523.3707  

小學生的程式設計基礎入門 : 手機

如何播影片?電鍋怎麼煮飯?帶孩子

從「科技面面觀」,輕鬆培養程式邏

輯思維! / 才望子(Cybozu)股份有限

公司, 西尾泰和, 川合秀實作 ; Syuan 

Chang 譯 .-- 新北市 : 美藝學苑出版

社, 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

家 ; 13) .-- ISBN 978-986-6220-40-1 

(平裝)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初等

教育  523.38  

品桃園 : 學在地.話鄉土.傳民情 / 林

明裕總策畫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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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463-94-6 (全套:平裝)  

1.鄉土教學 2.小學課程 3.初等教育 4.

桃園市  523.44  

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芳名錄. 2021 / 

李明昭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

育部, 11007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2-00-9 ( 精 裝 ) 

NT$150  

1.優良學生 2.臺灣  523.7  

民族地区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探究 : 

以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  / 祝日生

著 .-- 高雄市 : 和遠圖書資訊出版社, 

11006 .-- 242 面; 27 公分 .-- (二十一

世紀海峽兩岸基礎教育叢書) .-- 簡

體字版; 正體題名:民族地區中小學

英語教學改革探究: 以恭城瑤族自治

縣為例  .-- ISBN 978-986-98374-8-4 

(平裝) NT$660  

1.英語教學 2.教學研究 3.中小學教

育 4.廣西壯族自治區恭城瑤族自治

縣  523.92/34/325  

民族地區中小學英語教學改革探究 : 

以恭城瑤族自治縣為例  / 祝日生

著 .-- 高雄市 : 和遠圖書資訊出版社, 

11009 .-- 242 面; 27 公分 .-- (二十一

世 紀 海 峽 兩 岸 基 礎 教 育 叢 書 ) .-- 

ISBN 978-986-98374-7-7 ( 平 裝 ) 

NT$660  

1.英語教學 2.教育改革 3.中小學教

育 4.廣西壯族自治區恭城瑤族自治

縣  523.92/34/325  

建教生 : 勞動人權/勞動權益. 110 / 

黃耀寬主編 .-- 初版 .-- [臺中市] : 教

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, 11007 .-- 

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2-02-3 (平裝)  

1.教育法規 2.建教合作 3.論述分析  

524.023  

金榜-高中數學 A 學測複習講義 / 錢

寶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9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08-3 (平

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 524.32  

金榜-高中數學 B 學測複習講義 / 錢

寶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6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09-0 (平

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  

524.32  

高中數學 B iFun 學課堂講義 / 蔡杰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3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92-5 (第 3

冊: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 524.32  

歷史學的探究與實作完全手冊 / 陳

建守, 韓承樺, 張育甄, 萬雅筑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44-6 (平裝) 

NT$550  

1.歷史教育 2.中等教育  524.34  

心智圖神奇記憶國中英單 2000 : 聯

想記憶不死背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

= Using magic mind maps to learn 2000 

basic vocabulary words / Maddie Smith, 

Olanda Lin, Zoe Teng 著 ; 申文怡譯 .-- 

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26-1 (16K 平

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等教育  

524.38  

英文小說解讀攻略. 良善篇 / 戴逸群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4 面; 30 公

分 .-- (閱讀成癮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235-5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3.中等教育  524.38  

英語高頻字彙完全攻略 : 選字範圍

3500 字-6000 字 3-6 級字彙 = High-

frequency vocabulary builder for college 

entrance exams 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1-571-7 (平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等教育  

524.38  

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 : 主題式速

記學測高頻單字(寂天雲隨身聽 APP

版) / 江正文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

寂 天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426 面; 26 公分 .-- 108 課綱

新字表  .-- ISBN 978-626-300-022-3 

(平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等教育  

524.38  

精準命中!學測英單,15 級分速讀本 / 

張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1

公分 .-- (試在必得 ; 1) .-- ISBN 978-

986-271-906-0 (平裝) NT$299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等教育  

524.38  

雙語教育 : 破除考科思維的 21 堂雙

語課 / 林子斌著 ; 張錦弘採訪撰述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學習與教育 ; 225) .-- ISBN 978-626-

305-037-2 (平裝)  

1.雙語教育 2.師資培育 3.中小學教

育  524.38  

自然生態觀察手冊 100。桃園市龜

山區 / 韓學宏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出版 : 長

庚大學(USR)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

室發行, 11006 .-- 11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2014-9-0 (平裝)  

1.通識教育 2.生態教育 3.桃園市龜

山區  525.33  

創新與傳承 : 大學生命教育課程規

劃與教學實務 / 紀潔芳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736 面; 23 公分 .-- (生

命教育系列 ; 47015) .-- ISBN 978-

986-0744-17-0 (平裝) NT$800  

1.通識教育 2.生命教育 3.高等教育  

525.33  

屏東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

集. 2020 : 創新教學與跨領域對話 / 

劉金源, 姚振黎, 唐瑞霞, 鄭栢彰, 林

恩妤, 蔡智勇, 洪菁惠, 張韶蘭, 蕭勳

鍾, 柯玲琴, 何瑞峰, 陳炳方, 劉曉芬, 

劉亦欣, 陳珞瑜, 許立達, 郭明達, 石

隆旭, 張重金, 劉澤佳, 蔡士瑋作 .-- 

初版  .-- 屏東市  : 國立屏東大學 , 

11007 .-- 2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42-5-7 (平裝) NT$250  

1.通識教育 2.高等教育 3.文集  

525.3307  

海峽兩岸創新與融滲式教學研討會

論文集. 2020 第七屆 / 孫瑞琴總編

輯  .-- 新 北 市  : 東 南 科 技 大 學 , 

11006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770-07-2 (平裝)  

1.通識教育 2.兩岸交流 3.文集  

525.33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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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那麼大,我想去看看 : 亞洲大學

21 個在地、國際人文關懷 / 亞洲大

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(View ; 100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96-0 (平裝) NT$380  

1.高等教育 2.社會服務 3.志工 4.文

集  525.39  

有溫度的連結 : 國立政治大學大學

社會責任年度報告書. 2020 / 朱美麗

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大

學社會責任辦公室, 11006 .-- 16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8-2-1 

(平裝) NT$320  

1.國立政治大學  525.833/101  

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專刊. 108

學年度 / 鄭靜宜總編輯 .-- [新北市] : 

輔仁大學出版社, 11006 .-- 95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9-25-2 (平

裝) NT$500  

1.輔仁大學 2.臺灣傳記  

525.833/103  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60 週年專輯 

/ 許光麃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

灣體育運動大學, 11006 .-- 28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3-0-7 (精

裝附光碟片)  

1.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 

525.833/115  

入世學術人 : 國立成功大學大學社

會責任報告書. 2020 年 = NCKU USR 

annual report. 2020 / 國立成功大學人

文社會科學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

中心, 11006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04-0-0 (平裝)  

1.國立成功大學  525.833/126  

卓越領航 蛻變華醫 : 中華醫事科技

大學曾信超校長治校七年實錄 / 張

明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中華醫

事科技大學, 11007 .-- 15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8437-6-9 (平裝)  

1.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 525.833/127  

松友會刊. 第 11 期 / 李龍雄總編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臺北市

松 山 區 松 山 國 民 小 學 校 友 會 , 

11007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8578-4-1 (平裝) NT$500  

1.國立松山國小校友會 2.校友會  

527.85  

不上安親班,可以嗎? / 謝淑美 Carol

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92 面; 22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69-1-4 (平裝)  
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 528.2  

我想遇見這樣的大人 : 兒少諮商專

家親授 5 技巧,打開青春期孩子的心

房 / 李林淑著 ; 陳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193-0 (平裝) NT$380  
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3.青少年心

理  528.2  

從談心開始,與孩子一起正向成長 : 

心理師的親子教養處方箋 / 邱永林

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捷徑文化出
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3

公分 .-- (親子教養 ; 12) .-- ISBN 978-

986-5507-69-5 (平裝) NT$35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親子關係  

528.2  

猶太爸媽這樣教 : 培育孩子的 6 大

未來能力,打造獨立思考、自主學習、

善於合作的下一代 / 林知恩著 ; 蔡佩

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15-

4 (平裝) NT$350  

1.家庭教育 2.親職教育 3.猶太民族  

528.2  

愛孩子之前,先練習愛自己 : 當父母

內心強大,就能養出有自信、不輕易

放棄的成長型思維孩子 / 徐安廷著 ; 

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親子田系列 ; 47) .-- 

ISBN 978-986-507-456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親職教育 2.母親 3.育兒  528.2  

資優生的祕密 : 任教建中 40 年 陳美

儒的青春期孩子陪讀哲學 / 陳美儒

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4 面; 26 公

分 .-- (親子共學堂 ; 39)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01-9 (平裝) NT$360  

1.親職教育 2.青少年教育  528.2  

不要動手打! / 凱倫.凱茲(Karen Katz)

譯 ; 李紫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上

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28 面; 21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212-399-7 (精裝) NT$250  

1.生活教育 2.情緒管理 3.學前教育  

528.33  
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10 : 自己上

廁所 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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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494-3-7 (平

裝附光碟片)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 528.33  

我不喜歡你碰我! / 沈秀珍文 ; 李惠

敬圖 ; 黃譯嫺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8

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 ; 87)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92-0 (精裝) 

NT$350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  

528.33  

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4, 培養自助力 : 

我能管理自己  / 小禾心理研究所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出版, 

11007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39-8-6 (平裝) NT$380  

1.自我實現 2.兒童讀物  528.33  

我喜歡分享! / 凱倫.凱茲(Karen Katz)

著 ; 李紫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上

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28 面; 21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212-398-0 (精裝) NT$250  

1.生活教育 2.德育 3.學前教育  

528.33  

熊熊長大了 : 我會自己上廁所 / 崔西.

寇德羅伊(Tracey Corderoy)作 ; 卡洛

琳.佩德勒(Caroline Pedler)繪 ; 華韻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宇宙文化出

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8 .-- 24 面; 26X26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7-7-6 (精

裝)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  

528.33  

熊熊長大了 : 我會自己做 / 崔西.寇

德羅伊(Tracey Corderoy)作 ; 卡洛琳.

佩德勒(Caroline Pedler)繪 ; 楊迪雅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宇宙文化出

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7 .-- 24 面; 27X27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7-5-2 (精

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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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  

528.33  

兒童安全與急救 / 黃庭紅, 詹惠婷, 

周梅如, 江柳宜, 馬藹屏, 安奇, 游惠

禛, 王瑞霙, 黃麗敏, 羅雪琴合著 .-- 

三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2-759-3 (平裝) NT$400  

1.安全教育 2.急救 3.兒童保護  

528.38  

防災教育花路米電子報. 2020 / 王价

巨, 單信瑜, 馬士元, 馬國宸編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

11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00-99-2 (平裝) NT$500  

1.防災教育  528.39  

生命是一所學校 / 邱珍琬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84-924-3 (平裝)  

1.生命教育  528.59  

眠床佇佗位 : 那些深刻在生命裡的

故事 / 陳阿月作 ; 蘇寬繪圖 .-- 初

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上旗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33-73-3 (平

裝) NT$450  

1.生命教育 2.親職教育 3.親子關係  

528.59  

宇 宙 與 人 生  : 大 智 教 的 貞 定  = 

Cosmos and life : the rise of great 

wisdom edification / 鈕則誠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

(生命.死亡教育叢書) .-- ISBN 978-

986-298-372-0 (平裝) NT$320  

1.生命教育 2.教育哲學 3.文集  

528.5907  

進階食品加工實習. 上冊 / 陳惠添, 

郭文玉, 郭明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

面; 29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
食品群  .-- ISBN 978-986-5531-38-6 

(平裝)  

1.食品加工 2.技職教育  528.831  

農業資訊管理實習. 下 / 蔡政廷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技

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.-- ISBN 

978-986-5531-41-6 (平裝)  

1.農業經營 2.資訊管理系統 3.技職

教育  528.831  

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/ 劉蓉錠, 吳

國榮, 尹淑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5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

881-7 (平裝)  

1.休閒教育 2.餐飲管理 3.技職教育  

528.831  

畜產加工 / 喬尚龍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1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31-40-9 (第 1 冊:平裝)  

1.畜產 2.農產品加工 3.技職教育  

528.8451  

日本時代臺灣運動員的奧運夢 : 林

月雲的三挑戰與解開裹腳布的女子

運動競技 / 金湘斌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史地傳

記類 ; PG2274)(讀歷史 ; 137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943-4 (平裝) 

NT$360  

1.林月雲 2.運動員 3.日據時期 4.臺

灣  528.9  

運動美學 : 身體.遊戲.藝術 / 黃芳進

著 .-- [臺北市] :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, 

11009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553-2-7 (平裝) NT$300  

1.運動 2.美學  528.901  

一個頂尖運動員的誕生 : 從專業引

導到科學輔助訓練 ,看冠軍如何從

「勝」到「常勝」  / 提姆.威格莫

(Tim Wigmore), 馬克 .威 廉斯 (Mark 

Williams)作 ; 楊玲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4-90-4 (平裝) NT$450  

1.運動心理 2.運動員  528.9014  

運動 : 批判社會學的視野 / Richard 

Giulianotti 著 ; 劉昌德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939-9 (平裝) NT$380  

1.運動社會學  528.9015  

肌力訓練的科學實證 / Vladimir M. 

Zatsiorsky, William J Kraemer, Andrew 

C. Fry 作 ; 林貴福, 陳著, 吳柏翰, 張

正琪, 陳映竹, 蔡奇儒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28-2-9 (平裝) NT$500  

1.運動訓練 2.肌肉  528.923  

運動員肌力訓練解剖學 / 費德禮.杜

勒耶, 米凱.岡狄作 ; 江幸鎂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

11009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7-706-9 (平裝) NT$550  

1.運動訓練 2.肌肉  528.923  

跑出最好的自己 : 一個中年女子以

跑步學習愛與堅持的歷程 / 盧秋瑩

著  .-- 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釀出版 , 

11008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- (釀生活 ; 

3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

477-8 (平裝) NT$390  

1.馬拉松賽跑 2.自我實現  528.9468  

王者之路 : 費德勒的網球傳奇與經

典 戰 役  / 克 里 斯 多 夫 . 克 拉 瑞

(Christopher Clarey)著 ; 許家瑜, 趙鐸, 

紀揚今, 林芷安, 楊崴傑, 呂孟哲, 涂

瑋瑛, 薛彗妙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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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9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2-20-8 (平裝) NT$580  

1.費德勒(Federer, Roger, 1981-) 2.網

球 3.運動員 4.傳記  528.953  

重度障礙教學  / David L. Westling, 

Erik W. Carter, M. Alexandra da Fonte, 

Jennifer A. Kurth 作 ; 葉瓊華, 林香蘭, 

何素華, 吳佩芳, 李淑玲, 何美慧, 陳

志軒, 廖敏玲, 陳麗圓, 陳明聰, 高宜

芝, 唐榮昌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

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7-174-

4 (平裝) NT$600  

1.特殊教育  529.5  

*特愛玩桌遊 / 羅婉君, 林芳玲, 李陳

濠, 簡羽謙, 黃芸霞, 劉玉婷, 黃郁雯, 

陳怡陵, 黃姿慎, 陳淑貞, 黃福賢, 施

佳慧, 黃莉捷, 徐培芬, 盧怡珊, 莊麗

頤, 黃郁雯 劉輝龍, 黃玉慧, 林欣瑩, 

夏菁穗, 曾俊卿作 .-- 臺北市 : 新天

鵝堡企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957-2-7 

(平裝) NT$390  

1.特殊教育 2.教學設計 3.遊戲教學  

529.55  

高雄市特殊教育親職手冊高級中等

學校階段 / 卓曉園, 施品禎, 陳冠廷, 

鄭雅玲作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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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局, 11006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5-37-7 (平裝)  

1.特殊教育 2.親職教育 3.手冊 4.高

雄市  529.5933  

應用行為分析導論 / 鳳華, 鍾儀潔, 

蔡馨惠, 羅雅瑜, 王慧婷, 洪雅惠, 吳

雅萍, 吳佩芳, 羅雅芬, 陳佩玉, 田凱

倩著 ; 林敬堯總編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 : 心 理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636 面; 23 公分 .-- (障礙教

育系列  ; 63168) .-- ISBN 978-986-

0744-18-7 (平裝) NT$700  

1.身心障礙教育 2.行為改變術  

529.6  

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家長資源手冊 / 

林俞君, 蔡毓玲, 林大為, 曹秀美, 林

佩玟, 顏錦雀, 李文欽, 張雅萍, 鄭筠

樺, 佘祥磊執行編輯 .-- 高雄市 : 高

雄市政府教育局, 11006 .-- 6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39-1 (平

裝)  

1.資優教育  529.61  

禮俗；民族學 

日本邊陲論 / 內田樹著 ; 徐雪蓉譯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立緒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

(新世紀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360-

176-0 (平裝) NT$350  

1.民族性 2.民族文化 3.地緣政治 4.

日本  535.731  

行出山坑 : 西湖鴨母坑民開創豆奶

傳奇 / 何來美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

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

心, 11007 .-- 180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

聚落村史 ; 11) .-- ISBN 978-986-5434-

34-2 (平裝) NT$250  

1.客家 2.聚落 3.歷史 4.苗栗縣西湖

鄉  536.211  

制度設計與臺灣客家發展 / 王保鍵

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01-6 (平

裝) NT$380  

1.客家 2.文集 3.臺灣  536.21107  

海外客家研究的回顧與比較 / 蕭新

煌, 張維安, 張翰璧主編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, 遠
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59-40-0 (平裝) NT$480  
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3.比較研究 4.文

集  536.21107  

原 住 民 就 業 狀 況 調 查 . 109 年  = 

Employment status survey of indigenous 

peoples, 2020 / 原住民族委員會[編]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

11006 .-- 5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35-46-2 (平裝) NT$10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就業 3.調查統計  

536.33028  

O Pangcah no Pakara’ac 南竹湖 阿美

族 人  / 羅 治 鈞 , Folong 陳 武 雄 , 

Hongay 李 復 妹 , Kacaw 莊 欽 驛 , 

Atidong 陳俐君, Lanaw 陳秀雲文案 ; 

Ushiw Pakaruku 楊慕仁, Angay 宋易

哲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東縣長濱鄉 : 臺

東縣長濱鄉竹湖國民小學, 11006 .-- 

52 面; 31X22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5419-50-9 (精裝)  

1.阿美族 2.歷史 3.繪本 4.臺東縣長

濱鄉  536.337  

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: 台北 / 邱德怡

文 ; 傅可恩圖 ; 李紫蓉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24 面; 16X16 公分 .-- 注

音版;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274-

554-0 (精裝)  

1.飲食風俗 2.繪本 3.台北市  

538.782  

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: 東京 / 邱德怡

文 ; 傅可恩圖 ; 李紫蓉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24 面; 15X15 公分 .-- 注

音版;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274-

553-3 (精裝)  

1.飲食風俗 2.繪本 3.日本東京都  

538.782  

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: 香港 / 邱德怡

文 ; 傅可恩圖 ; 李紫蓉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24 面; 15X15 公分 .-- 注

音版;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274-

552-6 (精裝)  

1.飲食風俗 2.繪本 3.香港特別行政

區  538.782  

歷代名人請上菜 / 管家琪文 ; 尤淑瑜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故事館) .-- ISBN 978-986-

449-237-4 (平裝) NT$310  

1.飲食風俗 2.歷史 3.通俗作品 4.中

國  538.782  

丼丼丼丼丼 : 日本五大丼飯誕生祕

辛! / 飯野亮一著 ; 陳嫻若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

- (人文) .-- ISBN 978-957-05-3345-3 

(平裝) NT$350  

1.飲食風俗 2.歷史 3.江戶時代 4.日

本  538.7831  

閩南文化與創意設計 / 李姿瑩著 .-- 

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方集出版社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1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09-7 (平

裝) NT$400  

1.中國文化 2.臺灣文化 3.文化產業 4.

創意  538.82  

認識金門小百科. 生命禮俗篇 / 楊天

厚, 林麗寬作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

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06 .-- 27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12-5 

(平裝) NT$350  

1.禮俗 2.福建省金門縣  538.8231  

源來如此 : 形塑韓國文化 DNA 的經

典傳說 = 한국민속이야기 원산지 / 

李正珉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凌

宇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 .-- 中韓對照  .-- ISBN 978-986-

06802-0-1 (平裝) NT$260  

 539.532  

嘰哩咕嚕話三國 : 歇後語一點就通 / 

賴惠鳳文 ; 蔡祐嘉圖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19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290  

1.歇後語 2.中國  539.6  

社會學 

社會研究方法 : 量化與質性取向及

其應用  =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: 

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

and applications / 王雲東, 呂傑華作 .-- 

四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

- (研究方法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

298-371-3 (平裝) NT$550  

1.社會學 2.研究方法  540.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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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社會學家一樣批判思考 / 喬.貝斯

特(Joel Best)著 ; 吳妍儀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發行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0-056-5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社會學 2.思維方法 3.推理  540.2  

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/ 毛漢光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509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5926-3 ( 精 裝 ) 

NT$780  

1.社會史 2.中古史 3.中國  540.9202  

臺灣都市傳說百科 / 楊海彥, 謝宜安, 

阮宗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72 面; 23 公

分 .-- (知識樹) .-- ISBN 978-986-319-

585-6 (平裝) NT$600  

1.社會史 2.報導文學  540.933  

和諧共存之道 : 儒家禮樂文化 / 丁鼎, 

郭善兵, 薛立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龍視界, 11007 .-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09-3-0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中國文化 2.儒家 3.文化研究  

541.262  

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函釋彙編 .-- 三

版 .-- 臺中市 :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, 

11006 .-- 380 面; 14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345-5 (平裝) NT$250  

1.文化資產保存 2.文化法規  

541.27023  

臺灣文博會成果專刊. 2021 / 江清松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文化部, 

11006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344-8 (精裝)  

1.文化產業 2.博覽會 3.臺灣  

541.2933  

資訊爆炸之後 : 網路思想先驅溫柏

格解構資訊爆炸、知識轉型與資訊

焦慮 / 溫柏格(David Weinberger)著 ; 

王年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7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(數位新

世界 ; 8) .-- ISBN 978-986-262-493-7 

(平裝) NT$510  

1.資訊社會 2.網路社會 3.知識社會

學  541.415  

大減速 : 飛躍式成長的終結,後疫情

時 代 的 全 球 脈 動 及 契 機  / Danny 

Dorling 著 ; 唐澄暐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488 面 ; 23 公分  .-- (Big 

ideas) .-- ISBN 978-957-08-5930-0 (平

裝)  

1.社會發展 2.文明史  541.43  

破解香港的威權法治 : 傘後與反送

中以來的民主運動 / 黎恩灝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7 .-- 

352 面; 21 公分 .-- B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540-65-4 (平裝) NT$420  

1.社會運動 2.政治運動 3.法治 4.香

港特別行政區  541.45  

政府內部的吶喊 : 香港公務員工運

口述史 / 梁寶龍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新銳文創, 11007 .-- 420 面; 23 公

分 .-- (血歷史 ; 190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5540-64-7 ( 平 裝 ) 

NT$660  

1.公務人員 2.社會運動 3.政治運動 4.

文集 5.香港特別行政區  541.4507  

漫談暴力 : 無所不在的暴力,你看見

了嗎? / 黃西摸 Cmur 繪 ; 黃淑婉, 陳

凱嘉, 陳泓斌, 許智涵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

福利基金會, 11007 .-- 96 面; 21X2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917-7-4 (平

裝) NT$200  

1.暴力 2.漫畫  541.627  

致勝品格 : 誠實、勇氣、決斷、同

情心,價值觀是最經得起考驗的競爭

力 / 羅伯特.卡斯倫(Robert Caslen), 麥

可.馬修(Michael Matthews)著 ; 林奕

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72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476-0 (平裝) NT$380  

1.領導 2.品格  541.776  

領導不需要頭銜 : 不帶團隊,你也不

用一個人做 / 少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 367) .-- ISBN 

978-986-0742-52-7 (平裝) NT$340  

1.領導理論  541.776  

數據會說話?做伙來找碴! / 何宗岳

(股素人)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凱達

節能科技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

21 公分 .-- (凱達 ; S02) .-- ISBN 978-

986-89257-5-5 (平裝) NT$340  

1.社會科學 2.社會問題 3.時事評論  

542  

萬能工作體驗箱 / 藤子.F.不二雄漫

畫 ;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; 游韻馨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6 面; 21

公分 .-- (哆啦 A 夢知識大探索 ; 2) .-- 

ISBN 978-957-32-9201-2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職業 2.歷史 3.漫畫  542.76  

繪本探索書 : 誰在假日不休息 / 楊惠

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45-0 (平

裝)  

1.職業介紹 2.學前教育  542.76  

繪本探索書 : 誰是大人物 / 楊惠君執

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19-55-9 (平裝)  

1.職業介紹 2.學前教育  542.76  

青年職能提升與促進就業之資源認

知分析研究 = Research on resource 

cognition analysis of youth competency 

enhancement and employment 

promotion / 薛曉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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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15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80-

0 (平裝) NT$250  

1.勞工就業 2.勞動政策 3.青年  

542.77  

從家庭到法庭 / 吳敏欣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5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6-082-8 (平裝) NT$350  

1.家庭暴力  544.18  

乒乓雙人舞 : 婚姻教育的理念與實

踐 / 潘榮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

926-9 (平裝) NT$330  

1.婚姻 2.家庭 3.生活指導  544.3  

法式麵包佐中國普洱 : 吐槽跨國婚

戀!今天你抓狂了沒有? / 奇拉.蘇拂

來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

11007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釀生活 ; 

31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

479-2 (平裝) NT$360  

1.異國婚姻 2.文化 3.風俗 4.通俗作

品  544.3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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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孩與性  / 佩吉 .奧倫斯坦 (Peggy 

Orenstein)著 ; 溫壁錞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

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72-2 

(平裝)  

1.青少年 2.男性 3.性知識  544.6  

男孩都是外星人 : 全世界最簡單易

懂的男孩性教育  / 野島那美作  ; 

Kayoko Abe 繪 ; 伊之文翻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11007 .-- 

200 面; 19 公分 .-- (親子課) .-- ISBN 

978-986-5593-54-4 (平裝) NT$330  

1.性教育 2.親職教育  544.72  

斷背山遇真彩虹 : 華人教會的同性

戀事工--教師培訓手冊 / 楊符濟珍

作 .-- 新北市 :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(真理衛

道叢書 ; 15) .-- ISBN 978-957-556-

906-8 (平裝)  

1.同性戀 2.基督教  544.75  

玩桌遊 : 樂活樂齡創意桌遊手冊 / 王

美媛, 朱蕙玲, 張其東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7 .-- 176

面; 26 公分 .-- (樂齡關懷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400-376-1 (平裝)  

1.老人學 2.休閒活動 3.桌遊  544.8  

開一間鼓勵交流的社區咖啡館 / 齋

藤保著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win ; 

25) .-- ISBN 978-957-13-9201-1 (平裝) 

NT$380  

1.社區總體營造 2.社區發展 3.咖啡

館 4.日本  545.0931  

「人與環境營造」大學社會責任與

地方創生線上研討會. 2021 年 / 侯志

仁, 宋威穎, 管中祥, 涂卉, 林俊宏, 高

耀威, 朱怡甄, 林睿騏, 吳淑芳, 江芳

瑜, 邱淮璟, 林秀貞, 林清壽, 張賀程, 

郭建慧, 戴秀芳, 賴顯松, 傅桂霖, 莊

金城, 蘇俞銘, 陳鈞煒, 陳若華, 楊美

莉, 林茂盛, 謝璨羽, 賈璟祺, 林彥登, 

許秉翔, 李藹慈, 高文彬, 蔡佳旂, 江

雅琪, 鄭宜芳, 邱宗成, 王柏青, 顏宏

憲, 陳怡杏, 簡淑玲作 .-- 嘉義縣大林

鎮 : 南華大學, 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109-79-9 (平裝)  

1.社區總體營造 2.文集 3.臺灣  

545.0933  

中福歲月 : 蛻變重生的社區營造故

事 / 中福社區發展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 : 博誌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10-199-5 (精裝) NT$390  

1.社區總體營造 2.桃園市蘆竹區  

545.0933/109  

五甲註記 / 王明蘅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落塵社, 11006 .-- 200 面; 21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909-1-3 (平

裝) NT$500  

1.都市計畫 2.國民住宅 3.空間設計 4.

社區發展 5.高雄市鳳山區  545.14  

洄望 = Migration / 洪邦博文字創作 .-

- 初版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政

府文化局, 11006 .-- 8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27-62-7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1.聚落 2.人文地理 3.漫畫 4.澎湖縣

馬公市  545.4933  

菁英體制的陷阱 : 社會菁英為何成

為威脅平等正義、助長貧富不均,甚

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? / 丹尼爾.馬

科維茨(Daniel Markovits)著 ; 王曉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97-7 

(平裝)  

1.中產階級 2.知識分子 3.階級社會 4.

美國  546.16  

掌火的勇士 : 臺灣 NGO 為民主點燃

自由之火 / 王曉晴, 陳建豪作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

公司 ,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, 

11006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智富天

下 ; 10) .-- ISBN 978-986-398-696-6 

(平裝) NT$280  

1.非政府組織  546.7  

神祕共濟會 : 掌控世界的黑色心臟 / 

何新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

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288 面; 23 公分 .-- 珍藏版 .-- ISBN 

978-986-373-599-1 (平裝) NT$380  

1.祕密會社  546.98  

與小王子有約 : 臺北市中山女高人

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服務學習成果

集. 第拾陸屆 /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

級中學第拾陸屆人文及社會科學資

優班學生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中

山女子高級中學, 11007 .-- 25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15-9 (平

裝)  

1.社會服務  547.16  

慈濟宗門足跡 : 愛在疫情蔓延時 / 廖

右先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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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慈濟

文史. 史藏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

99090-3-7 (平裝) NT$250  
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
事業  548.126  

麥子的故事 / 劉虣虣總編輯 .-- 臺中

市 :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

研發中心麥子庇護工場 , 11009 .-- 

15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49-0-2 (平裝) NT$180  

1.身心障礙者 2.身心障礙機構 3.身

心障礙福利 4.通俗作品  548.2  

從邪念到暴行 : 跟蹤騷擾、人質挾

持、校園喋血、無差別殺人與恐怖

攻擊,鑑識心理學家的當代犯罪診斷

書 / 克里斯.莫漢迪(Kris Mohandie), 

布萊恩.史柯洛夫(Brian Skoloff)著作 ; 

鄭煥昇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

368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) .-- 

ISBN 978-986-235-994-5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犯罪心理學  548.52  

愈少人認識我們愈好 / 愛克斯頓.貝

茨.漢彌爾頓(Axton Betz-Hamilton)作 ; 

朱崇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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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

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

049-7 (平裝) NT$399  

1.犯罪心理學 2.欺騙  548.52  

經濟 

Z 世代經濟學 : Z 世代將如何改變商

業未來,我們又該如何因應? / 傑森.

多 希 (Jason Dorsey), 丹 妮 絲 . 薇 拉

(Denise Villa)著 ; 邱碧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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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6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66-

1 (平裝)  

1.經濟學 2.消費心理學 3.組織變遷  

550  



53 

 

當代經濟學關鍵字 / 藪下史郎作 ; 許

郁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15-0 

(平裝) NT$320  

1.經濟學 2.術語  550.4  

消費中國 : 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

為消費主義的信徒 / 葛凱(Karl Gerth)

著 ; 陳雅馨, 莊勝雄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.

中國史) .-- ISBN 978-957-05-3342-2 

(平裝) NT$600  

1.消費社會 2.資本主義 3.共產主義 4.

中國  551.85  

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  / 施正鋒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歐洲聯盟

研究協會, 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5800-3-8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區域經濟 2.區域整合 3.文集  

552.4  

屏東縣農地空間資源空間規劃技術

報告 / 陳永森編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

市 : 國立屏東大學, 11006 .-- 326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2-3-3 

(平裝) NT$2000  

1.農地 2.國土規劃 3.屏東縣  553.11  

智慧財產法綜論 / 吳嘉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14-6 ( 平 裝 ) 

NT$620  

1.智慧財產權 2.法規  553.433  

影響力投資 : 不只行善,還能致富,用

你的投資改變世界 / 吳道揆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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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新商業周刊叢書 ; BW0779) .-- 

ISBN 978-626-7012-09-3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公司 2.企業管理 3.投資  553.97  

土地法攻略本 / 甄慧編著 .-- 十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25-29-3 (平裝) NT$530  

1.土地法規  554.133  

不動產估價概要 / 莊濰銓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25-30-9 (平裝) NT$300  

1.不動產 2.不動產業  554.89  

投资越南房产 : 5 年退休不是梦 / 孙

鸿洁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孫鴻潔, 

11006 .-- 267 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
投資越南房產: 5 年退休不是夢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64-9 ( 平 裝 ) 

NT$475  

1.不動產業 2.投資 3.越南  554.89  

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/ 吳家德著 .-- 十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2-869-9 ( 平 裝 ) 

NT$560  

1.不動產 2.不動產業  554.89  

不動產經紀法規要論  / 曾文龍編

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日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

(房地產叢書 ; 73) .-- ISBN 978-957-

8418-86-8 (平裝) NT$500  

1.不動產經紀業 2.房地產法規  

554.89023  

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/ 甄慧, 劉

俊廷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-28-6 

(平裝) NT$480  

1.不動產經紀業 2.房地產法規  

554.89023  

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. 2021 = Taiwan 

real estate almanac / 政治大學商學院

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編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行義文化出版有限

公司出版 :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06 .-- 82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214-0-4 ( 精 裝 ) 

NT$3000  

1.不動產業 2.年鑑  554.89058  

工場安全衛生及工具設備使用與保

養指南含 GTC 全民科技力認證 / 黃

智宏, 黃文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1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271-9 (平裝)  
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 555.56  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歷次

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 / 陳淨修編

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3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38-8 

(平裝) NT$510  
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 555.56  

勞動檢查統計年報. 中華民國 109 年 

/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[編] .-- 新北

市 :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, 11007 .-

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6-79-4 (平裝) NT$300  

1.勞動統計 2.中華民國  556.83028  

2020 當前勞動法理 : 法院判準和法

務人資實務之交錯 / 侯岳宏, 蘇文生, 

洪瑩容, 初泓陞, 郭玲惠, 葛百鈴, 林

佳和, 蔡菘萍, 陳建文, 黃朝琮, 邱羽

凡, 李柏毅, 張義德, 張哲熙, 傅柏翔, 

李瑞敏, 陳一, 陳業鑫, 周兆昱, 魏妁

瑩合著 ;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勞動法

研究中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

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3

公分 .-- (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

資料中心叢書. 勞動法系列 ; 9) .-- 

ISBN 978-957-511-563-0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勞動法規 2.勞動基準法 3.判決  

556.84  

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

= Aviation and maritime conference. 

2021 / 趙時樑, 王博華等人合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

運管理系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06557-2-8 (全套:平裝) NT$500  

1.航運 2.航空運輸 3.文集  557.07  

路在前方 On the Road : 改造 23 個臺

灣公路生活圈 / 李政清, 吳秀雲, 涂

曉蝶, 陳俊文, 張筧, 葉亞薇, 鍾文萍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

份 有 限 公 司 ,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, 

11006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(智富天

下 ; 9) .-- ISBN 978-986-398-695-9 (平

裝) NT$480  

1.公路 2.公路工程 3.臺灣  557.3  

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年 報 . 109 = 

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MOTC 

annual report. 2020 / 林福山, 劉雅玲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公

路總局, 11007 .-- 124 面; 30 公分 .-- 

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1-306-7 

(平裝) NT$500  

1.交通部公路總局  557.32  

築路.起舞 :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

養護工程處 75 週年紀念專刊 / 蔡金

鼎作 .-- 新北市 :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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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區養護工程處, 11007 .-- 45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05-0 (精

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500  

1.交通部公路總局  557.32  

牧路 : 75 年,守護島嶼的路行者 / 張

雅琳, 王宣喬, 曹憶雯作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交

通部公路總局, 11007 .-- 128 面; 23

公分 .-- (智富天下 ; 11) .-- ISBN 978-

986-398-699-7 (平裝) NT$280  

1.公路管理 2.運輸管理 3.公路史  

557.341  

原來貨櫃是這樣子啊! / 小魯文化編

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(小魯知識繪本 ; 74) .-- 

ISBN 978-986-5566-78-4 (精裝)  

1.貨櫃 2.通俗作品  557.445  

貨物作業章程 / 蔡朝祿, 苟榮華編

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翠柏林企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90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97-57-4 (平

裝) NT$700  

1.航運管理 2.貨運  557.445  

貨 櫃 與 航 運  / 馬 克 . 李 文 森 (Marc 

Levinson)著 ; 吳國卿翻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0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23-

2 (平裝) NT$300  

1.貨櫃 2.貨運 3.航運史  557.44509  

*應用服務創新模式與行銷策略研議

國內商港馬祖港埠基金設置計畫技

術報告及參考著作 / 楊雅棠作 .-- 初

版 .-- [新北市] : 楊雅棠, 11006 .-- 433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94-

0 (平裝)  

1.港埠管理 2.商業管理 3.臺灣  

557.52  

Podcast 入門 : 新手創建的必備寶典 / 

豆子金, 盧.納特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0-84-8 (平裝) NT$520  

1.廣播 2.廣播節目製作  557.76  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年報 . 109 年 = 

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2020 

annual report /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
編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, 
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1-307-4 (平裝) NT$200  

1.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 557.92  

有限責任台灣合作社聯合社創社七

十週年社誌 / 于躍門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有限責任台灣合作社

聯合社, 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78-0-5 (精裝)  

1.有限責任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 

559.06433  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 

國際財務管理 =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

management / 黃志典著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5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44-0-8 (平裝)  

1.國際金融 2.外匯管理 3.財務管理 4.

國際企業  561  

貨幣銀行學 / 李怡庭著 .-- 四版 .-- 臺

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58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2-10-6 (平裝)  

1.貨幣銀行學  561  

10 歲起一定要學會的金錢知識 : 學

校沒教的賺錢、增值和花錢方法  / 

八木陽子監修 ; 詹慕如翻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96

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閱讀) .-- ISBN 

978-986-5593-47-6 (平裝) NT$350  

1.金錢心理學 2.個人理財  561.014  

人生實用商學院 : 誰偷了你的錢? / 

吳淡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127-4 (平裝) NT$350  

1.金錢心理學 2.理財  561.014  

金錢的祕密 : 對待金錢的方式,決定

你是不是有錢人 / 金勝鎬著 ; 徐國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

- (iRICH ; 29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598-2 (平裝) NT$400  

1.金錢心理學 2.投資 3.理財  

561.014  

金融科技風險控管、智能 AI 與 EA

專家系統整合設計之研究 : 「金融

聚寶盆」財富累積為案例探討 = A 

fintech risk control, intelligent AI and 

EA expert system research on integrated 

design : "financial cornucopia" as a case 

study of wealth accumulation / 賴旺根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人物管理顧

問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81 面; 30 公

分 .-- (瑞士歐洲大學管理叢書) .-- 

ISBN 978-986-99437-4-1 ( 精 裝 ) 

NT$360  

1.金融業 2.金融管理 3.金融自動化  

561.029  

金融科技實務與應用 : 人工智慧、

大數據分析 / 劉文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880-0 (平裝)  

1.金融自動化 2.數位科技 3.金融管

理  561.029  

反成長 / 傑夫.布斯(Jeff Booth)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007 .-- 

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好優文化) .-- 

ISBN 978-986-06204-8-1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通貨緊縮 2.通貨膨脹 3.經濟情勢  

561.17  

金融法規 / 林昆立, 黃玉麗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專

科用書  .-- ISBN 978-957-572-633-1 

(平裝) NT$550  

1.金融法規  561.2  

債權委外催收法規及實務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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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

- (金融測驗系列 ; 13) .-- ISBN 978-

986-399-216-5 (平裝)  

1.金融法規  561.2  

繪本探索書 : 金大大與錢多多 / 楊惠

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 面; 26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47-4 (平

裝)  

1.貨幣 2.學前教育  561.3  

金融陷阱 / 王健, 余劍峰作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007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好優文化) .-- ISBN 978-

986-06204-6-7 (平裝) NT$320  

1.金融理論 2.金融市場 3.個案研究 4.

中國  561.7  

人生五張表,你也可以 F.I.R.E. : 打造

富足生活的使用說明書  / 吳家揚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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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(理財館 ; 4) .-- ISBN 978-626-

7014-00-4 (平裝) NT$340  
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 563  

更富有、更睿智、更快樂 : 億級投

資大師奉行的致富金律 / 威廉.格林

(William Green)著 ; 甘鎮隴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商戰

系列 ; 213) .-- ISBN 978-986-134-392-

1 (平裝) NT$460  

1.投資 2.財富 3.成功法  563  

財富自由 3 步驟 : 小資族跟著蕾咪

這樣做,每個月多賺 1 個月薪水 / 蕾

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52 面; 21

公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4) .-- ISBN 

978-986-175-622-6 (平裝) NT$380  
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3.成功法  563  

喚醒財富腦  : Awaken the wealthy 

mind / 陳芳誼(Rosie Chen)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4-66-2 ( 平 裝 ) 

NT$270  

1.財富 2.理財 3.成功法  563  

漫畫一看就懂!10 歲開始學理財 / 孩

子與經濟研究會著 ; ササキマコト

漫畫 ; 劉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
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

306-7 (平裝)  

1.理財 2.漫畫  563  

數位貨幣 : 從傳統到創新,從國際到

臺灣 / 沈中華, 王儷容, 沈大白, 劉湘

國, 柯瓊鳳, 蕭惠元, 李儀坤, 蘇哲緯, 

敬永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36-

8 (平裝) NT$460  
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  563.146  

投資學 : 分析與管理 / 林正璽著 .-- 

四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548-55-7 (平裝)  

1.投資學  563.5  

衍生性金融商品 / 林容如, 蔡錦堂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

- 專科用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41-

6 (平裝) NT$550  

1.衍生性商品  563.5  

自信出航 : 中小企業海外商機探秘 / 

連科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, 11006 .-- 336

面; 21 公分 .-- (迎向 21 世紀系列 ; 

25) .-- ISBN 978-957-793-105-4 (平裝) 

NT$360  

1.國外投資 2.市場分析 3.中小企業 4.

個案研究  563.528  

東協台商一千大調查. 2021 : 新東協.

新台商.新機會 / 陳駿逸, 朱漢崙, 陳

碧芬, 呂清郎, 孫彬訓, 魏喬怡, 黃惠

聆, 陳欣文, 林憲祥, 柯宗沅, 蘇嘉維, 

彭暄貽, 袁顥庭, 劉馥瑜, 袁延壽, 吳

筱雯, 鄭淑芳, 涂志豪, 劉朱松, 翁毓

嵐, 呂佳恩, 林淑惠, 陳彥綺, 杜蕙蓉, 

張佩芬, 陳衣怜, 李青縈採訪撰稿 ; 

梁寶華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工商財經

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76 面; 

28 公分  .-- (東協台商千大系列  ; 

YS00D02) .-- ISBN 978-986-6844-23-2 

(平裝) NT$250  

1.國外投資 2.企業經營 3.東南亞  

563.528  

300 張圖學會 K 線實戰 : 股票、期

貨或匯率,都能用一張線圖賺波段! / 

龍飛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64-31-5 (平裝) NT$30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40 張圖學會不蝕本選股法 : K 線很

老實、基本面很重要,買股前你一定

要懂的 68 件事! / 塩見努著 ; 賴惠鈴

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優

渥 叢 書 )(Money) .-- ISBN 978-986-

5564-35-3 (平裝) NT$30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如何避開地雷股 / 葉銀華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

財經 ; 442) .-- ISBN 978-986-398-700-

0 (平裝) NT$38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組織管理  

563.53  

吃喝玩樂一樣能賺到獨角獸企業,只

怕你不懂全新的商業邏輯 / 王志鈞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71-303-6 (平裝)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  

563.53  

決 勝 股 市 關 鍵 16 招  / 薛 兆 亨 , 

Tivo168 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

尉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390-9-2 (平

裝) NT$36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我靠波段存股法,滾出千萬退休金 : 

投資晚鳥教師 43 歲打造股市開心農

場,資本成長 44%,讓投資變成零成本 

/ 江季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

68) .-- ISBN 978-986-507-461-6 (平裝) 

NT$35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股市趨勢全攻略 : 掌握投資之母、

打破選股迷思、抓準出場時機,小散

戶也適用的順勢賺錢術  / 董鍾祥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71-302-9 (平裝)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  

563.53  

祖魯法則 : 買進飆股不求人,英國股

神史萊特轟動金融圈的經典投資祕

笈 / 吉姆.史萊特(Jim Slater)著 ; 劉道

捷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, 

11007 .-- 3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26-1 (平裝) NT$399  

1.證券投資 2.投資分析  563.53  

超越祖魯法則 : 瞄準成長股的超人

利潤,散戶選股策略經典 / 吉姆.史萊

特(Jim Slater)作 ; 陳鴻旻譯 .-- 三版 .-

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23-0 (平

裝) NT$360  

1.證券投資 2.投資分析  563.53  

實戰冠軍 E 大教你用 220 張圖學會

K 線籌碼 : 本益比評價法+E 式技術

面分析,抓到獲利 100%的成長股! / 

傅鈺國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64-33-9 ( 平 裝 ) 

NT$3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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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靠 K 線看穿主力心理 : 一看就懂!56

張線型教你早一步看懂漲跌訊號,搭

上飆漲順風車 / 小澤實著 ; 林信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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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49-0-3 (平裝)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選擇權策略完全手冊 / 勞倫斯.麥克

米倫(Lawrence G. McMillan)著 ; 黃嘉

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寰宇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冊 .-- (寰宇選

擇 權  ; 457-458) .-- ISBN 978-986-

06229-4-2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750 .-- 

ISBN 978-986-06229-5-9 (下冊:平裝) 

NT$750  

1.選擇權 2.投資  563.536  

彩券、博彩與公益. 公益彩券篇 = 

Lottery, gaming and public welfare : 

welfare lottery / 劉代洋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博彩

娛樂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298-373-7 

(平裝) NT$400  

1.彩券  563.6933  

彩券、博彩與公益. 運動彩券篇 = 

Lottery, gaming and public welfare : 

sports lottery / 劉代洋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博彩娛

樂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298-374-4 

(平裝) NT$400  

1.彩券  563.6933  

(金融證照)14 堂人身保險業務員資

格測驗課 / 李元富, 陳宣仲編著 .-- 

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52-2 (平裝)  

1.人身保險  563.74  

稅捐小六法 / 柯格鐘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221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11-565-4 (平裝) NT$600  

1.稅法  567.023  

秒懂台積電財報並向其學習每年向

政府要回 200 億的稅 / 魏錫原編著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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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7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67-9 (平

裝) NT$400  

1.節稅 2.財務分析  567.073  

金門縣稅捐統計年報. 第 3 期中華民

國 109 年 = Yearbook of municipal tax 

statistics of Kinmen County / 金門縣稅

務局會計室編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

門縣稅務局, 11007 .-- 12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13-2 (平裝)  

1.租稅統計 2.福建省金門縣  

567.933/205  

政治 

政治学 = Political science / 林宗达

着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晶典文化事

業出版社, 11007 .-- 570 面; 26 公分 .-

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 政治學 .-- 

ISBN 978-986-99708-7-7 ( 平 裝 ) 

NT$720  

1.政治學  570  

光复民国之天地根基 : 兼述香港反

共之道 / 何常明作 .-- [新北市] : 黎信, 

11008 .-- 147 面; 26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
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: 兼述香港反共

之道 .-- ISBN 978-957-43-9004-5 (平

裝) NT$298  

1.政治思想 2.言論集  570.9  

政府論  / 約翰.洛克(John Locke)原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- (世界名家名譯 ; 7) .-- ISBN 978-

986-06437-2-5 (平裝)  

1.洛克(Locke, John, 1632-1704) 2.學術

思想 3.政治思想  570.9406  

最新世界衝突地圖 : 解析區域衝突,

了解全球局勢  / 帕斯卡 .博尼法斯

(Pascal Boniface), 于 貝 爾 . 凡 德 林

(Hubert Védrine)著 ; 林舒瑩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

基地發行, 11007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27-7-1 ( 平 裝 ) 

NT$499  

1.地緣政治 2.國際政治 3.國際關係  

571.15  

台灣言論自由進程的過去今天 / 薛

化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

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當代叢書 ; 92) .-- ISBN 

978-986-06318-7-6 (平裝) NT$300  

1.言論自由 2.歷史 3.臺灣  571.944  

台灣總統選舉 / 小笠原欣幸著 ; 李彥

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07 .-- 512 面; 22 公分 .-- (Common ; 

62) .-- ISBN 978-986-5562-10-6 (平裝) 

NT$550  

1.選舉 2.總統 3.臺灣  572.3  

公投法與政治 / 陳英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

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11-556-2 (平裝) NT$450  

1.公民投票 2.民主政治 3.選舉法規  

572.63  

官僚制 / 路德維希.馮.米塞斯(Ludwig 

von Mises)著 ; 謝宗林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913-9 (平裝) NT$360  

1.科層制 2.社會主義 3.資本主義  

572.915  

<<戰鬥>>月刊選集 / 李浴日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(李浴日

全集 ; 6) .-- ISBN 978-986-0799-19-4 

(平裝) NT$280  

1.兩岸關係 2.國際關係 3.文集  

573.09  

假如我是北京 : 從天然獨到天然紅 / 

周 惠 中 作  .-- 桃 園 市  : 周 惠 中 , 

11006 .-- 162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8995-7 (平裝) NT$200  

1.兩岸關係 2.中共對臺政策  573.09  

艱難的抉擇 : 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

活的追求 / 卜睿哲(Richard C. Bush)

著 ; 周佳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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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576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社 會 人 文  ; 

BGB509) .-- ISBN 978-986-525-202-1 

(平裝) NT$600  

1.兩岸關係 2.臺灣政治  573.09  

茶園的記憶 / 蕭宇珊圖.文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桃園市龍潭區戶政事務所, 

11007 .-- 24 面; 22X22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5463-96-0 (精裝)  

1.戶政 2.檔案典藏 3.繪本  573.26  

考試院統計提要. 中華民國 109 年 = 

Statistical summary report of 

Examination Yuan,Republic of China. 

2020 / 闕惠瑜, 陳玉婉編輯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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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考試院, 11006 .-- 11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29-5 (平裝)  

1.考試院 2.政府統計  573.442028  

銓敘部行事紀要. 第 34 輯 / 銓敘部

[編]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銓敘部, 

11006 .-- 6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4-26-4 (精裝)  

1.銓敘部  573.462  

引領前行的客家力 : 客家政策 20 年

藍皮書 / 雷耀龍, 吳昌成, 廖晨佐, 劉

芝榕編輯 .-- 新北市 : 客家委員會, 

11007 .-- 2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34-40-3 (平裝)  

1.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.施政報告  

573.57  

監察院實錄. 第十編 / 監察院綜合業

務處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24-34-

9 (全套:精裝) NT$2200  

1.監察院  573.82  

監察院彈劾案彙編. 中華民國 109 年 

/ 監察院綜合業務處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監察院, 11008 .-- 657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30-1 (平

裝) NT$730  

1.監察權  573.831  

監察院糾正案彙編. 中華民國 109 年 

/ 監察院綜合業務處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監察院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724-31-8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520 .-- ISBN 978-986-0724-32-5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520 .-- ISBN 978-

986-0724-33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520  

1.監察權  573.833  

中共重要人事專輯. 2021 年 / 中共研

究雜誌社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中

共研究雜誌社, 11006 .-- 46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920-9-9 (平

裝) NT$850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 574.1  

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/ 過子庸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15-3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 574.1  

金正恩 : 前 CIA 官員如何剖析北韓

的神秘年輕獨裁者?他將如何對亞洲

造成影響,將大國玩弄於股掌之間? / 

白正浩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

化, 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好優

文化) .-- ISBN 978-986-06204-7-4 (平

裝) NT$320  

1.金正恩 2.政治 3.國際關係 4.北韓  

574.328  

台灣痛慟 : 校長的時論 / 鄭文嵐著 .-

- [宜蘭縣五結鄉] : 鄭文嵐, 11007 .-- 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000-7 (平裝) NT$350  

1.臺灣政治 2.時事評論  574.33  

重返榮耀. 五部曲(2021.1-2021.6) / 賴

峰偉作 .-- 初版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

湖縣政府, 11007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27-63-4 ( 平 裝 ) 

NT$160  

1.公共行政 2.施政報告 3.澎湖縣  

575.33/141  

火災學大補帖 / 吳喨生, 潘日南, 連

和吉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
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04-3 (平

裝) NT$520  

1.火災 2.消防  575.87  

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表

解(含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

&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基

準) / 沈子勝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1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4-03-6 (平裝) NT$320  

1.消防設施 2.設備標準 3.消防安全  

575.875  

*保釣運動 50 年 : 回顧與傳承 / 紀欣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觀察雜誌社, 

11006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2292-4-1 (平裝) NT$350  

1.保釣運動 2.釣魚臺問題 3.臺灣史  

578.193  

法律 

法學緒論講義 / 王紀軒作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6-092-7 (平裝) NT$370  

1.法學  580  

父母必修的法律學分 / 陳國義作 .-- 

二版 .-- 高雄市 : 翠柏林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71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897-58-1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法學教育 2.親職教育  580.3  

比較法學研究. 第三期, 法的歷史與

倫理 / 高文琦, 李麒, 莊錦秀作 ; 莊錦

秀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86-6 (平

裝) NT$200  

1.比較法學 2.文集  580.7  

憲法釋字講義 : 跟著大法官學憲法 / 

張陳弘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92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79-8 

(平裝) NT$750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2.憲法解釋  581.23  

月旦小六法 / 陳聰富主編 .-- 三十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19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11-554-8 (平裝) NT$500  

1.六法全書 2.中華民國法律  582.18  

必備六法  /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

輯 .-- 29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0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03-0 

(平裝) NT$300  

1.六法全書 2.中華民國法律  582.18  

最新簡明六法 /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

編輯 .-- 55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50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90-3 

(平裝) NT$400  

1.六法全書 2.中華民國法律  582.18  

民法概要 / 陳聰富著 .-- 15 版 .-- 臺
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

552-4 (平裝) NT$580  

1.民法  584  

民法概要(專科用書) / 劉瀚宇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72-632-4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民法  584  

民 法 總 則  = Allgemeiner Teil des 

Bürgerlichen / 鄭冠宇著 .-- 七版 .-- 臺

北市 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6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6-084-2 (平裝) NT$750  

1.民法總則  584.1  

網路時代的隱私保護困境 / 劉靜怡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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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57-511-559-3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隱私權 2.人權 3.文集  584.111  

民法物權 = Sachenrecht / 鄭冠宇著 .-- 

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6-083-5 ( 平 裝 ) 

NT$830  

1.物權法  584.2  

共有不動產處分與優先購買權 / 黃

健彰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511-560-9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共有 2.物權法 3.論述分析  

584.217  

民法.債編 / 王惠光, 黃碧芬著 .-- 4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07 .-- 

5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

228-7 (平裝) NT$480  

1.債法  584.3  

債法各論 / 李淑明著 .-- 11 版 .-- 臺
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

564-7 (平裝) NT$680  

1.債法各論  584.3  

契約給付之返還關係 : 契約法之現

代化. VI / 陳自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92

面 ; 21 公分  .-- (臺大法學叢書  ; 

239) .-- ISBN 978-957-511-557-9 (平裝) 

NT$480  

1.契約  584.31  

住宅租賃契約法律.稅務實務 : 兼談

居住正義與居住權保障 / 李永然, 黃

振國, 鄭惠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永 然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不動產

權益法律實務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

957-485-494-3 (平裝) NT$320  

1.租賃 2.住宅  584.385  

融資租賃經營與案例解析 / 黃守文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

金融研訓院, 11006 .-- 34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99-217-2 (平裝)  

1.融資租賃  584.385  

親屬 : 案例式 / 郭欽銘著 .-- 十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79-8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1.親屬法 2.判例解釋例  584.4  

(素養學堂)實務、案例一次整合!地

表最強圖解刑法(含概要) / 禾翔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95-2 (平

裝)  

1.刑法  585  

刑法總則 / 林東茂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 11007 .-- 40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00-7-

8 (平裝) NT$450  

1.刑法總則  585.1  

刑法總則 =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

/ 許澤天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

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0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85-

9 (平裝) NT$670  

1.刑法總則  585.1  

新刑法總則 / 林鈺雄著 .-- 九版 .-- 臺
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8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

567-8 (平裝) NT$900  

1.刑法總則  585.1  

刑法分則. 下, 人格與公共法益篇 = 

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. 2 / 許澤天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0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80-4 (平裝) 

NT$750  

1.刑法分則  585.2  

刑事訴訟法理論與實務  / 陳文貴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11-555-5 (下冊:平裝) 

NT$600  

1.刑事訴訟法  586.2  

明日的律師 : 寫給法律人的法律市

場趨勢分析與行動策略 / 理查.薩斯

金(Richard Susskind)著 ; 麥慧芬, 高忠

義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06-

2 (平裝) NT$350  

1.律師 2.法學教育  586.7  

公司法 / 潘秀菊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3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51-

7 (平裝) NT$480  

1.公司法  587.2  

公司治理與法令遵循 / 王文宇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6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11-553-1 (平裝) NT$500  

1.公司法 2.證券法規  587.2  

公 司 法 與 公 司 治 理  / Jeffrey N. 

Gordon, Wolf-Georg Ringe 原著主編 ; 

江朝聖, 吳奐廷, 李承毅, 林建中, 林

鼎鈞, 趙冠瑋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6-087-3 (上冊:

精裝) NT$1100 .-- ISBN 978-986-526-

088-0 (下冊:精裝) NT$700  

1.公司法 2.組織管理  587.2  

商事法 : 公司法、票據法 / 潘秀菊, 

劉承愚, 蔡淑娟, 陳龍昇合著 .-- 12
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11-550-0 (平裝) NT$520  

1.公司法 2.票據法規  587.2  

商標法 : 案例式 / 林洲富著 .-- 5 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880-4 (平裝) NT$400  

1.商標法 2.判例解釋例  587.3  

[銀行招考]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(含

概要) / 亭宣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

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36-2 (平裝)  

1.票據法規  587.4  

行政法 : 基礎理論與實務 / 蕭文生
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8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70-5 (平

裝) NT$880  

1.行政法  588  

黨產條例釋字 793 號解釋之評析 / 

湯德宗, 陳淳文, 董保城, 黃錦堂, 蔡

志方, 陳清秀, 陳愛娥, 張永明, 李念

祖, 林三欽, 黃瑞明作 ; 社團法人台

灣行政法學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社 團 法 人 臺 灣 行 政 法 學 會 , 

11007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613-5-2 (平裝) NT$560  

1.行政法 2.政黨 3.文集  588.07  

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/ 許宗力等著 ; 

翁岳生主編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
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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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

920-7 (精裝) NT$850  

1.行政訴訟法  588.16  

著作權法論 / 蕭雄淋著 .-- 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891-0 (平裝) NT$500  

1.著作權法 2.論述分析  588.34  

法務部廉政署工作報告. 109 年度 / 

侯寬仁, 陳榮周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法務部廉政署, 11007 .-- 135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3-60-3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330  

1.法務部廉政署  589.13  

軍事 

<<世界兵學>>月刊選集  / 李浴日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330 面; 23 公分 .-- (李

浴日全集 ; 5) .-- ISBN 978-986-0799-

18-7 (平裝) NT$460  

1.兵學 2.戰略思想  592  

兵學隨筆 / 李浴日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

面; 23 公分 .-- (李浴日全集 ; 4) .-- 

ISBN 978-986-0799-17-0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兵學  592  

孫子兵法新研究 / 李浴日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(李浴日

全集 ; 1) .-- ISBN 978-986-0799-14-9 

(平裝) NT$480  

1.孫子兵法 2.研究考訂  592.092  

孫子兵法總檢討 / 李浴日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(李浴日

全集 ; 2) .-- ISBN 978-986-0799-16-3 

(平裝) NT$380  

1.孫子兵法 2.研究考訂  592.092  

圖解捍衛戰士 : 美國頂尖飛行員的

誕生地 / 布列.愛爾華(Brad Elward)

著 ; 邱弘毅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
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原出版, 

11006 .-- 144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297-3-6 (精裝) NT$600  

1.美國海軍戰鬥機武器學校 2.空戰

史 3.海軍  592.919  

戎馬仁心 : 軍醫人員訪問紀錄 / 孫祥

恩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防部政

務辦公室, 11006 .-- 407 面; 21 公分 .-

- (軍史 ; 48) .-- ISBN 978-986-5446-

84-0 (精裝) NT$400  

1.軍事醫學 2.軍人 3.訪談 4.臺灣傳

記  594.93  

艦長大哉問 : 海軍基礎知識與歷史

事典 = About the navy / 海擘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727-9-6 (平裝) NT$480  

1.海軍 2.歷史 3.臺灣  597.8  

中共間諜活動 : 情報入門 / 彼得.馬

提斯 (Peter Mattis), 馬修 .布拉席爾

(Matthew Brazil)著 ; 林詠心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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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4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57-2 (平裝) 

NT$460  

1.情報組織 2.中國  599.732  

史地/傳記類 

史地總論 

科學與史學 : 歷史專題研究論叢 / 陳

安仁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64 面; 21 公分 .-

- (Sunny 文庫 ; 157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13-2 (平裝) NT$850  

1.史學 2.文集  607  

時間、地圖與歷史 : 從巨石到日晷、

從實體到數位,銘刻舊新世界風景的

百年製圖史,改變我們對歷史的看法 

/ 凱倫.維根, 卡洛琳.維特爾作 ; 鼎玉

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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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48 面; 25 公分 .-- 

(SASUGAS ; 24) .-- ISBN 978-986-289-

592-4 (平裝) NT$799  

1.地圖學 2.地圖繪製 3.歷史  609.2  

中國史 

不一樣的中國史. 11 : 從光明到黑暗,

矛盾並存的時代-明 / 楊照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217-3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中國史  610  

不一樣的中國史. 12 : 從八旗到洋行,

天朝震盪的時代-清 / 楊照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218-0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中國史  610  

中國歷代王朝興亡四字歌 / 高明原

著 ; 王心怡篆書 .-- 臺南市 : 鳳凰文

物中心, 11006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

原文篆書版 .-- ISBN 978-986-85119-

4-1 (平裝) NT$300  

1.中國史  610  

國朝興亡史 : 治國 / 顧志華, 王延武, 

韓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出版

社出版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08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

(History ; 144) .-- ISBN 978-986-06020-

6-7 (平裝)  

1.中國史 2.帝王  610  

<<史記>>論集 / 蔡信發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31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5-1862-6 (平裝) NT$400  

1.史記 2.研究考訂  610.11  

太喜歡歷史了 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
史. 2, 春秋戰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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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4-17-6 (平裝) NT$350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太喜歡歷史了 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
史. 3, 秦與西漢 / 知中編委會, 郭怡

菲作 ; 蔣講太空人, Ricky 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12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28-

2 (平裝) NT$350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如果歷史是一群喵. 8, 盛世大唐篇

(萌貓漫畫學歷史) / 肥志編.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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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4-558-4 (平裝)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3.漫畫  610.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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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閒史語 / 顏清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8-86-4 (平裝) NT$350  

1.中國史 2.歷史故事  610.9  

中國斷代史 

尚書新解 / 唐婷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諸子百家大講

座 ; 22) .-- ISBN 978-986-06755-4-2 

(平裝)  

1.書經 2.注釋  621.112  

漢儒賈逵之春秋左氏學  / 葉政欣

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

11006 .-- 66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哲

學集成 ; 738) .-- ISBN 978-986-314-

557-8 (平裝) NT$800  

1.左傳 2.春秋(經書) 3.注釋  621.73  

漢武帝傳 / 楊生民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544 面; 22 公分 .-- (歷史. 中

國史) .-- ISBN 978-957-05-3337-8 (精

裝) NT$630  

1.漢武帝 2.傳記  622.1  

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/ 毛漢光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520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5927-0 ( 精 裝 ) 

NT$880  

1.政治制度 2.魏晉南北朝史 3.中國  

623  

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唐史 / 覃仕勇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4-749-5 (平裝)  

1.唐史 2.通俗史話  624.109  

元朝原來是這樣 / 李強著 .-- 一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大 地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y ; 

112) .-- ISBN 978-986-402-347-9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元史 2.通俗史話  625.709  

晚清原來是這樣 / 金滿樓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y ; 

113) .-- ISBN 978-986-402-346-2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晚清史 2.近代史 3.通俗史話  

627.6  

<<逸經>>文史集粹 / 簡又文等原著 ; 

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

文創, 11007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

歷史 ; 198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540-50-0 (平裝) NT$420  

1.近代史 2.中國史 3.文集  627.607  

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/ 劉淇昆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History ; 68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99-1 (平裝) NT$350  

1.八國聯軍  627.88  

溥儀新傳 / 范鵬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06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(傳記叢刊 ; 23) .-- ISBN 

978-986-314-558-5 (平裝) NT$420  

1.(清)溥儀 2.傳記  627.99  

<<上海漫畫>>研究(1928-1930) / 楊

若男, 楊立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280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

研究. 十三編 ; 第 6 冊) .-- ISBN 978-

986-518-479-7 (精裝)  

1.漫畫 2.讀物研究  628.08  

1949 年前後大陸遷臺作家的故土想

像 / 教鶴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

176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

研究. 十三編 ; 第 2 冊) .-- ISBN 978-

986-518-475-9 (精裝)  

1.中國當代文學 2.臺灣文學 3.文學

評論  628.08  

抗戰建國與文化建國 : 抗戰時期知

識分子思想研究 / 何思源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266 面; 26 公分 .-- (民

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三編 ; 第 1
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474-2 (精裝)  

1.學術思想 2.知識分子 3.中日戰爭  

628.08  

京劇名票錄 / 李德生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冊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

十三編 ; 第 7-8 冊) .-- ISBN 978-986-

518-480-3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18-481-0 (下冊:精裝)  

1.京劇 2.傳記 3.人名錄 4.中國  

628.08  

胡懷琛生平及其著述敘錄 / 李瓊娟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(民國歷

史與文化研究. 十三編 ; 第 3-4 冊) .-- 

ISBN 978-986-518-476-6 ( 上 冊 : 精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477-3 (下冊:

精裝)  

1.胡懷琛 2.傳記 3.中國當代文學 4.

文學評論  628.08  

曾熙書法研究 / 王高升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262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

史與文化研究. 十三編 ; 第 5 冊) .-- 

ISBN 978-986-518-478-0 (精裝)  

1.曾熙 2.學術思想 3.書法  628.08  

煙雲畫憶 / 李德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

史與文化研究. 十三編 ; 第 9 冊) .-- 

ISBN 978-986-518-482-7 (精裝)  

1.商業美術 2.廣告作品 3.蒐藏品  

628.08  

內戰在東北 : 熊式輝、陳誠與東北

行轅 = Civil war in Manchuria : Hsiung 

Shih-hui,Chen Cheng,and the Northeast 

Field Headquarter / 民國歷史文化學

社編輯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冊 .-- (民國史料 ; 54-) .-- ISBN 978-

986-5578-43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5578-44-2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

986-5578-45-9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5578-46-6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

986-5578-47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350  

1.國共內戰 2.民國史  628.62  

中國文化史 

古人的閒情逸趣 : 談古代中國的民

俗生活與文化傳承 / 伊永文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新觀點 ; 

20) .-- ISBN 978-986-06586-3-7 (平裝) 

NT$360  

1.文化史 2.生活史 3.中國  630  

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探索 / 陳弱水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52 面; 21

公分 .-- (陳弱水作品集) .-- ISBN 978-

957-08-5894-5 (平裝)  

1.文化史 2.中國史 3.文集  630.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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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 / 陳安仁著 .-- 

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536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156) .-- ISBN 978-986-0799-12-5 

(平裝) NT$700  

1.文化史 2.先秦史  631  

中國外交史 

合作或衝突 : 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

日關係(1931-1945) = Cooperation or 

conflict : anti-comintern issues and 

Sino-Japanese relations,1931-1945 / 蕭

李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
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28 面; 

21 公分 .-- (民國論叢 ; 5) .-- ISBN 

978-986-5578-48-0 (精裝) NT$700  

1.中日關係 2.外交史  643.1  

中國地理 

小朋友最喜歡的中國歷史地圖 / 智

慧鳥編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72 面; 

3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11-5 

(精裝) NT$400  

1.中國史 2.歷史地圖  669  

中國地方志 

消失的古國 : 考古學家如何發掘歷

史上存在、但地理上消失的 36 個國

家 / 胡楊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36 面; 23

公分 .-- (Tell ; 36) .-- ISBN 978-986-

0742-60-2 (平裝) NT$399  

1.人文地理 2.史料 3.西域  676.09  

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 : 中國殖民統

治下的「東突厥斯坦」 / 伊利夏提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

11007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01-951-5 (平裝) NT$450  

1.民族獨立運動 2.新疆維吾爾自治

區  676.1  

中國地理類志 

多少樓臺煙雨中 : 從古鎮名橋到瓊

樓玉宇,告訴你建築裡隱藏的故事 / 

夏弘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4 面; 
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22-6 (平裝) NT$320  

1.名勝古蹟 2.歷史性建築 3.中國  

684  

中國遊記 

45%的天堂 : 一趟人生價值的心靈探

索,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找到再出發

的勇氣 / 劉在武, 李君偉著 .-- 二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

(人文旅遊 ; 3032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153-3 (平裝) NT$420  

1.遊記 2.中國  690  

世界史地 

世界歷史大圖解 / 陳豫弘總編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9 公分 .-- (知識

大圖解) .-- ISBN 978-986-441-578-6 

(精裝) NT$499  
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 711  

惡名昭彰的詛咒物 : 關於物品的邪

惡傳說與真實發生的詭異事件 / J.W.

奧克(J. W. Ocker)著 ; 喬恩.麥克奈爾

(Jon MacNair)繪 ; 陳思華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
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8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87-

6 (平裝)  

1.世界史 2.咒語  711  

遷徙 : 從史前時代至今的人類移動 / 

羅賓.寇恩(Robin Cohen) ; 朱怡康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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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24 面; 22

公分 .-- (麥田叢書 ; 108) .-- ISBN 

978-626-310-058-9 (平裝) NT$600  

1.世界史 2.移民史  711  

我在索羅門 : 台灣大使親臨美日舊

戰場的回憶 = My time in Solomon 

Islands : World War II Battleground 

through the eyes of an ambassador / 羅

添宏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

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燎 原 出 版 , 

11007 .-- 3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297-6-7 (平裝) NT$420  
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戰史  712.843  

750 年 : 普遍世界的鼎立 = Turning 

points in world history / 三浦徹編 ; 黃

健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

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的轉換期 ; 3) .-- 

ISBN 978-957-05-3343-9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文化史 2.世界史  713  

漫畫圖解.不可思議的馬雅古文明 / 

芝崎みゆき著 ; 江裕真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

行, 11007 .-- 30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27-8-8 (平裝) NT$399  

1.文明史 2.古代史 3.漫畫  713.1  

島 嶼 時 代  / 阿 拉 史 泰 爾 . 邦 尼 特

(Alastair Bonnett)著 ; 吳煒聲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臉譜書房 ; FS013) .-- ISBN 

978-986-235-990-7 (平裝) NT$340  

1.世界地理 2.島嶼  716  

邃古的寧靜 / 葉含氤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07 .-- 260 面; 21 公

分 .-- (釀文學 ; 252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80-8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 719  

亞洲史地 

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 K2 : 

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

隊紀實 / 周德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06 .-- 24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2-01-

3 (精裝) NT$600  

1.登山 2.喬戈里峰  730.834  

日本世代標籤 : 團地族、橫出世、

低溫世代、乙男蟻女、蛇顏男、刀

劍女、絆婚 ......昭和、平成到令和

START!124 個看穿日本一世紀社會

變化的世代標籤事典  / 茂呂美耶

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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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96 面; 

21 公分 .-- (Miya ; 4) .-- ISBN 978-

626-310-060-2 (平裝) NT$400  

1.文化 2.日本  731.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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淬煉 : 戰後東南亞政局與華文教育

的 興 衰 (1945-1975) = Chinese 

education in the sociolpolitical climate 

of post-WWII Southeast Asia, 1945-

1975 / 任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世

界華語文教育學會, 11006 .-- 56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5-0-7 

(平裝) NT$600  

1.歷史 2.東南亞 3.政治發展 4.華僑

教育  738.01  

臺灣史地 

成為台灣人 : 遷徙、跨界與多元故

鄉論文集 / 江柏煒, 邱筠, 郭美芬, 何

義麟, 劉南芳, 蔡玫姿, 張玲慧, 富永

悠介, 高格孚(Stéphane Corcuff), 趙慶

華, 林傳凱作 ; 林從一主編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

會科學中心, 11007 .-- 38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4-2-4 (平裝)  

1.臺灣研究 2.臺灣文化 3.文集  

733.07  

用年表讀通台灣史 / 劉瑋琦, 廖珮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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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320 面; 

20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08-

6 (平裝) NT$380  

1.臺灣史 2.年表  733.21  

台灣歷史全知道 / 吳新勳作 ; 漢斯插

畫工作室繪圖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風

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70

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223-660-4 (平裝)  

1.臺灣史 2.通俗史話  733.21  

法國人眼中的台灣(17-20 世紀) / 龐

維德(Frédéric Laplanche)著 .-- 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5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19-

5 (平裝) NT$400  

1.臺灣史  733.21  

跨域青年學者台灣與東亞近代史研

究論集. 第五輯 / 李為楨, 李衣雲, 林

果顯, 若林正丈, 川島真, 洪郁如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

台灣史研究所 ;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8-1-4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臺灣史 2.近代史 3.文集  733.2107  

臺北州建州百年 : 在地化與國際化

的視角 / 陳俊強, 洪健榮主編 .-- 新

北市 : 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

心, 新北市立圖書館出版 : 新北市政

府文化局發行, 11007 .-- 392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02-6-8 (平

裝)  

1.臺灣史 2.日據時期 3.地方文獻 4.

文集  733.2807  

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

集 /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輯 .-

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灣文獻

館, 11006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4-27-1 (平裝) NT$250  

1.二二八事件 2.臺灣原住民族 3.文

集  733.291307  

臺灣法政角力四十年 : 尤清談美麗

島大審 / 尤清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 威 資 訊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98 面; 21 公分 .-- (社會科

學 類  ; PF0273)(Viewpoint ; 62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927-4 

(平裝) NT$390  

1.美麗島事件 2.臺灣民主運動  

733.2945  

FUN 遊大西拉雅 / 西拉雅風景區管

理處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立詰企
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1697-8-3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旅遊 2.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 733.64  

台灣城市之美 / 藍色水銀, 老溫, 華

希恩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

位圖書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5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37-3 (平

裝) NT$590  

1.臺灣遊記 2.旅遊文學  733.69  

徒步環島紀錄 : 是旅行!不是苦行! / 

曾文和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4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97-0 (平

裝) NT$480  

1.臺灣遊記 2.徒步旅行  733.69  

Belong / 羅健宏, 黃銘彰, 湯侑宸, 陳

頤華, 陳岱華, 郭慧, 高彩雯文字 .-- 

臺北市  : 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14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309-1-8 (平裝) NT$800  

1.人文地理 2.文化觀光 3.旅遊 4.臺

北市  733.9/101.9/101.4  

PLUS19 台灣溫泉鄉 : 金山-萬里 = 

19 Jinshan.Wanli hot spring / 樸實創意

策劃執行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

觀光局, 11006 .-- 112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1-303-6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溫泉 2.人文地理 3.新北市金山區 4.

新北市萬里區  733.9/103.9/131.4  

活 化 古 厝 這 群 人  = The group of 

people activate the old house / 黃萱儀

著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礁溪鄉 : 番割田

創意工作室, 11006 .-- 16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3-6-0 (平裝) 

NT$500  

1.人文地理 2.區域開發 3.創意 4.宜

蘭縣礁溪鄉  733.9/107.9/119.4  

礁溪老街 : 從老街步履到古厝與菜

市場的書 = Jiaoxi Old Street / 黃萱儀

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礁溪鄉 : 番割田

創意工作室, 11006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3-9-1 (平裝) 

NT$500  

1.老街 2.人文地理 3.宜蘭縣礁溪鄉  

733.9/107.9/119.4  

鷂婆山下 : 水光粼粼講客家 / 林錫霞

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

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 11007 .-- 24

面; 公分 .-- (客庄聚落村史 ; 12) .-- 

ISBN 978-986-5434-35-9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苗栗縣

大湖鄉  733.9/113.9/107.2  

獅潭.劇團 : 小美園崛起的故事 / 張

秀雲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

家 委 員 會 客 家 文 化 發 展 中 心 , 

11007 .-- 148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聚

落村史 ; 13) .-- ISBN 978-986-5434-

36-6 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苗栗縣

獅潭鄉  733.9/113.9/129.2  

潭子學摘星故事冊. 二 / 蔡金鼎, 林

照明, 孫靖婷撰稿 ; 東寶國小黃馨瑩

等同學繪本 ; 黃信彰主編 .-- 修訂一

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定古蹟摘星山

莊, 11006 .-- 1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20-0-8 (平裝) NT$220  

1.人文地理 2.聚落 3.臺中市潭子區  

733.9/115.9/137.4  

茶桌異聞 : 從送肉粽到紅眠床 34 則

鹿港怪談紀實 / 殺豬的牛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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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42-6 (平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俗民文化 3.彰化縣鹿

港鎮  733.9/121.9/143.4  

雲林文獻. 第六十一輯 / 陳益源主

編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

政府, 11006 .-- 166 面; 30 公分 .-- 年

刊 .-- ISBN 978-986-0750-09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地方文獻 2.期刊 3.雲林縣  

733.9/123.05  

崙前榮華續薪傳 : 詔安客个一莊一

俗 / 龔祐吟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

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 

11007 .-- 108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聚

落村史 ; 14) .-- ISBN 978-986-5434-

37-3 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雲林縣

崙背鄉  733.9/123.9/131.2  

帶你去月球 : 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

園  = Kaohsiung Mudstone Badland 

Geopark / 蘇淑娟, 莊宜璇, 江艾蓉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

大學, 11006 .-- 7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3-58-9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天然公園 2.地景保育 3.高雄市  

733.9/133.64  

走,進城玩一天 / 林佳誼作 ; 林一先

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

化局,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5-35-3 (精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繪本 3.高雄市左營區  

733.9/133.9/105.4  

六堆三百年 : 經典六堆學精選合輯 / 

鍾振斌主編 .-- 屏東縣長治鄉 : 六堆

文化傳播社出版 : 六堆風雲雜誌社

發行, 11007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7281-3-3 (平裝)  

1.區域研究 2.客家 3.文集 4.屏東縣 5.

高雄市  733.9/135.07  

地方作為田野 : 屏東民間知識圖像

與在地敘說 / 黃文車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410 面; 23 公分 .-- (俗文學

研究叢刊 ; 814004) .-- ISBN 978-986-

478-484-4 (平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地方文學 4.屏

東縣  733.9/135.4  

大武山下新東勢 : 日久他鄉係故鄉 / 

黃啟仁, 莊蘭英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

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

中心, 11007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(客

庄聚落村史 ; 10) .-- ISBN 978-986-

5434-33-5 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屏東縣

內埔鄉  733.9/135.9/107.2  

山河的人 / 羅宜婷, 楊芷緹, 曾媛晨, 

郭悅暘, 巴品歆, 簡翔, 張馨怡, 張均

泠, 馬恩琳故事編寫 ; 羅雅涵, 馬恩

琳, 曾宇璇, 唐菱, 盧瑾璇, 張馨怡, 高

庭恩, 林佳箴, 羅彥霖, 簡翔, 吳橙宥, 

卡拉依樣.拉發誥, 白志強, 蔡松叡, 

俞獻恩, 陳詠捷, 童雅各繪圖 ; 高至

誠總編輯 .-- 屏東縣瑪家鄉 : 屏東縣

瑪家鄉北葉國民小學, 11006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中文、排灣語、魯凱語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5472-11-5 (平裝) 

NT$250  

1.歷史 2.聚落 3.繪本 4.屏東縣瑪家

鄉  733.9/135.9/157.2  

歐洲史地 

羅馬人的故事. III, 勝者的迷思 / 塩

野七生著 ; 林雪婷譯 .-- 修訂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(羅馬人

的故事) .-- ISBN 978-957-14-7236-2 

(平裝)  

1.歷史 2.羅馬帝國  740.222  

羅馬人的故事. Ⅰ, 羅馬不是一天造

成的 / 塩野七生著 ; 張惠君譯 .-- 修

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

(羅馬人的故事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243-0 (平裝)  

1.歷史 2.羅馬帝國  740.222  

條 頓 騎 士 團  / 威 廉 . 厄 本 (William 

Urban)著 ; 陸大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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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

- (Historia 歷史學堂 ; MU0045) .-- 

ISBN 978-986-0767-11-7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1.十字軍東征 2.戰史  740.236  

614 天流浪歐洲 : 跟著少年一起旅行 

= 614 days in Europe / 徐聿作 .-- 初

版 .-- [新北市] : 徐聿, 11007 .-- 303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85-

8 (平裝)  
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歐洲  740.9  

法治大國的日常小事 / 鄭華娟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圓神

文叢 ; 302) .-- ISBN 978-986-133-776-

0 (平裝)  

1.社會生活 2.民族文化 3.德國  

743.3  

維也納之心 : 疫情時代的德語筆記 / 

蔡慶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菓子文化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Denken

人文) .-- ISBN 978-986-06715-0-6 (平

裝) NT$500  

1.社會生活 2.文化 3.奧地利維也納  

744.1713  

共產元年 1917 : 俄國革命與改寫世

界歷史的關鍵時刻  / 雷克斯 .韋德

(Rex A. Wade)著 ; 謝家柔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廣場出版社,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48

面; 23 公分 .-- (大戰略 ; 2) .-- ISBN 

978-986-98645-7-2 (平裝) NT$560  

1.俄國史  748.281  

美洲史地 

你一定想看的美洲史 / 楊益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

(汲古閣 ; 11) .-- ISBN 978-986-392-

385-5 (平裝) NT$380  

1.美洲史  750.1  

美國秩序 : 華人保守派眼中的川普

主 義  = American order : Chinese 

conservatives’ view on Trumpism / 王

建勳, 高全喜, 許凱, 劉軍寧, 劉業進, 

劉澎, 蕭三匝, 蕭瀚, 叢日雲著 ; 富察

總編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
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08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63-24-9 ( 平 裝 ) 

NT$520  

1.川普(Trump, Donald, 1946- ) 2.政治 

3.保守主義 4.美國政府 5.文集  

752.27  

奔走在日光大道 / 三毛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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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9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
書 ; 第 4962 種)(三毛典藏 ; 8) .-- 

ISBN 978-957-33-3757-7 (平裝)  

1.遊記 2.中美洲 3.南美洲 4.中國  

755.09  

傳記 

文茜說改變歷史的人 : 抓緊稍縱即

逝的機會 - 杜魯門、拿破崙、宋查

理 / 陳文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188-6 (平裝) NT$380  

1.杜魯門(Truman, S. Harry, 1884-1972) 

2.拿破崙(Napoleon I., Emperor of the 

French, 1769-1821) 3.宋查理(Soong, 

Charles Jones, 1863-1918) 4.世界傳記  

781  

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: 有錢人的本錢,

從馬哈茂德到比爾蓋茲 ,如何生財?

為何致富?有何不同? / 辛西雅.克羅

森(Cynthia Crossen)著 ; 趙恆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11007 .-- 

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5-80-5 (平裝) NT$450  

1.世界傳記 2.財富  781  

卡耐基超越自己 / 戴爾.卡耐基著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布拉格文創社 , 

11009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1-00-2 (平裝)  

1.世界傳記  781  

行動救地球!改變世界環保名人傳 / 

班.勒維爾(Ben Lerwill)文圖 ; 王姿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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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

160 面; 23 公分 .-- (閱讀滴 ; 1) .-- 中

英對照  .-- ISBN 978-957-9529-92-1 

(平裝) NT$380  

1.世界傳記 2.環境保護 3.通俗作品  

781  

國朝的興亡史 : 開國 / 趙國華, 韓敏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出版社出

版  : 大 都 會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7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History ; 

143) .-- ISBN 978-986-06020-4-3 (平裝) 

NT$450  

1.帝王 2.傳記 3.中國  782.27  

存史與失節 : 危素歷史評價探析 / 莊

郁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史地傳記類 ; PC0977)(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 ; 

43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

919-9 (平裝) NT$220  

1.(明)危素 2.傳記  782.861  

明末名臣盧象昇 : 被世人所遺忘的

抗清英雄 / 龍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3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50-9 (平裝) NT$420  

1.(明)盧象昇 2.傳記  782.867  

曾文正公家書 / 曾國藩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

150) .-- ISBN 978-986-0799-10-1 (平裝) 

NT$500  

1.(清)曾國藩 2.傳記  782.877  

毛澤東 : 鮮為人知的故事 / 張戎, 喬.

哈利戴(Jon Halliday)著 ; 張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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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7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NEW 不歸類 ; RG8043) .-- 15

週年版  .-- ISBN 978-626-310-038-1 

(平裝) NT$750  

1.毛澤東 2.傳記  782.887  

被偷走的辯護權 / 吳有水作 .-- 初

版 .-- 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084-5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吳有水 2.自傳 3.中國  782.887  

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 : 從中國出走

與在美國重生 / 伊利夏提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08 .-- 

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

966-9 (平裝) NT$400  

1.維吾爾族 2.自傳  782.887  

*杜甫年譜 / [學海出版社]編輯部編

輯 .-- 三版 .-- 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出

版 : 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

11006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14-359-5 (平裝) NT$650  

1.(唐)杜甫 2.年譜  782.9415  

掰了吧!再撐一下也不會變好 : 60 天

逃離黑心企業的血淚真實見聞,開除

慣老闆,到下一間公司笑著工作 / 金

炫奭著 ; Lou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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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2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9-1-0 (平

裝) NT$300  

1.金炫奭 2.職場 3.回憶錄 4.韓國  

783.28  

青春不遠 : 洪串珠與她的蘭陽高女

同學們 / 張美鳳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

市 : 宜蘭縣史館, 11006 .-- 320 面; 23

公分 .-- (宜蘭人文系列 ; 12) .-- ISBN 

978-986-5418-52-6 (平裝) NT$300  

1.女性傳記 2.臺灣傳記 3.高等教育 4.

日據時期  783.322  

不老仁商戴榮吉 / 李秀娟, 李建勳, 

許德文, 陳建安, 黃美娟, 黃秋萍, 黃

郁珊, 黃惠雯, 黃瑞霖, 曾美芬, 閻祺

祥, 賴美秀編著 ; 王浿沂, 王渝頷, 林

宜萱, 林秋汎, 陳俞安, 陳妤貞, 陳妤

柔, 曾品涵, 黃禹璇, 楊詠晴, 鍾宇軒, 

戴嘉穎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

市將軍區漚汪國民小學, 11007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5487-25-6 (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487-26-3 (精裝)  

1.戴榮吉 2.臺灣傳記 3.繪本  

783.3886  

方錫經的人生航程 / 方錫經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09 .-- 

180 面; 21 公分 .-- (Do 人物 ; 79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99368-9-7 

(平裝) NT$280  

1.方錫經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四 0 年代的台灣青春夢 / 蔡烈光文 ; 

蔡烈輝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

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

274-1 (平裝) NT$280  

1.蔡烈光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生命從今天開始 : 無臂書法達人郭

乙博傳奇 / 郭乙博口述 ; 方秀芳執

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周大

觀文教基金會, 11006 .-- 22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168-8-5 (平

裝) NT$380  

1.郭乙博 2.自傳  783.3886  

成就與失落 : 我的一生 / 程代亮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8-80-2 ( 平 裝 ) 

NT$1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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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程代亮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吳偉烈回憶錄. 一, 墨海遊龍 : 吳偉

烈硯田一世耕 / 吳偉烈著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吳偉烈, 11007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09-

0 (平裝) NT$800  

1.吳偉烈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吳偉烈回憶錄. 二, 詩 : 吳偉烈詩聯

選輯 / 吳偉烈著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吳偉烈, 11007 .-- 17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10-6 (平裝) 

NT$800  

1.吳偉烈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吳偉烈回憶錄. 三, 書 : 吳偉烈書法

選輯 / 吳偉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吳偉烈, 11007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11-3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1.吳偉烈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吳偉烈回憶錄. 五, 印 : 吳偉烈治印

選輯 / 吳偉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吳偉烈, 11007 .-- 14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13-7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1.吳偉烈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吳偉烈回憶錄. 四, 畫 : 吳偉烈畫作

選輯 / 吳偉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吳偉烈, 11007 .-- 14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12-0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1.吳偉烈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李謀監(牛川)教授榮退文集 : 晴耕雨

讀農鄉情 / 李謀監撰稿 .-- 二版 .-- 嘉

義市 : 社團法人台灣農場經營協會, 

11006 .-- 5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08-0-5 (平裝)  

1.李謀監 2.臺灣傳記 3.文集  

783.3886  

拉動命運的心弦 : 心臟外科醫養成

記 / 張睿智主述 ; 凃心怡採訪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播

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7 .-- 38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6-5-0 (精

裝) NT$400  

1.張睿智 2.醫師 3.訪談 4.臺灣  

783.3886  

哇!我的人生就是這麼屌-比馬雲的

人生更精采 / 周雪蘋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印書小舖, 11007 .-- 60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659-67-6 (平

裝) NT$100  

1.周雪蘋 2.自傳  783.3886  

幽遠寂滅 喧嘩人間 : 周逸昌的劇場

藝術與社會實踐 / 石婉舜, 劉守曜, 

安原良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445-951-3 (全套:精裝)  

1.周逸昌 2.臺灣傳記 3.劇場藝術 4.

文集  783.3886  

幽遠寂滅 喧嘩人間 : 周逸昌的劇場

藝術與社會實踐. 上卷, (30 年)文獻.

憶述.專訪 / 石婉舜主編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

- 40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5-948-3 (平裝)  

1.周逸昌 2.臺灣傳記 3.劇場藝術 4.

文集  783.3886  

幽遠寂滅 喧嘩人間 : 周逸昌的劇場

藝術與社會實踐. 下卷, (演員訓練)

梨園戲科步.動中定 / 劉守曜, 安原良
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350 面; 20X2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45-949-0 (平裝)  

1.周逸昌 2.臺灣傳記 3.劇場藝術 4.

文集  783.3886  

深耕犁頭店全方位之旅 : 財團法人

台中市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 / 廖志

濃作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萬和文教

基金會, 11008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1028-9-6 (精裝)  

1.蕭清杰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選擇-1949 / 蘇張之丙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采薇出版社, 11007 .-- 17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7-1-

2 (平裝) NT$320  

1.張立齋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錢穆與 20 世紀中國史學 : 從先秦子

學到清代考據,一場席捲千年的學術

史革命 / 陳勇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4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25-7 (平裝) NT$450  

1.錢穆 2.學術思想 3.臺灣傳記  

783.3886  

蘇益仁教授回憶錄 : 一個農家子弟

的感恩與反省 / 蘇益仁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太和美術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5607-3-3 (平裝) NT$300  

1.蘇益仁 2.回憶錄 3.臺灣  783.3886  

鄂圖曼帝國英雄和那些女人們 : 蘇

丹、寵妃、建築師......10 位關鍵人

物的趣史帶你穿越伊斯蘭文明 600

年 / 小笠原弘幸作 ; 林姿呈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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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336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SASUGAS ; KJ2008) .-- ISBN 978-

986-289-598-6 (平裝) NT$499  

1.傳記 2.歷史故事 3.鄂圖曼帝國  

783.512  

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 / 帕拉宏撒.尤

迦南達作 ; 王博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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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592 面; 21 公分 .-- 

(世紀經 典  ; 7) .-- ISBN 978-986-

06375-7-1 (平裝) NT$500  

1.尤迦南達(Yogananda, Paramahansa, 

1893-1952.) 2.傳記 3.印度  783.718  

小康軒點讀館 : 史蒂芬.霍金 / 瑪麗

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格拉文 ; 麥特.

亨特圖 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

夢想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12-6 (精裝)  

1.霍金(Hawking, Stephen, 1942-2018) 

2.物理學家 3.傳記 4.通俗作品 5.英

國  784.18  

小康軒點讀館 : 香奈兒 / 瑪麗亞.伊

莎貝爾.桑切斯.維格拉文 ; 安娜.阿爾

蓓若圖 ; 賴嘉綾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

夢想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15-7 (精裝)  

1.香奈兒(Chanel, Coco, 1883-1971) 2.

傳記 3.通俗作品 4.法國  784.28  

小康軒點讀館 : 瑪里.居禮 / 瑪麗亞.

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格拉文 ; 佛羅.伊

薩圖 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 軒 文 教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

夢想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14-0 (精裝)  

1.居禮(Curie, Marie, 1867-1934) 2.傳

記 3.通俗作品 4.法國  784.28  

小康軒點讀館 : 蒙特梭利 / 瑪麗亞.

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格拉文 ; 拉蔻兒.

馬汀圖 ; 海狗房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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夢想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13-3 (精裝)  

1.蒙特梭利(Montessori, Maria, 1870-

1952) 2.教育家 3.傳記 4.通俗作品 5.

義大利  784.58  

對抗的終結 / 米哈伊爾.謝爾蓋耶維

奇 . 戈 巴 契 夫 (Mikhail Sergeyevich 

Gorbachev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

優文化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13-0-8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1.戈巴契夫(Gorbachev, Mikhail 

Sergeevich, 1931- ) 2.回憶錄 3.俄國  

784.88  

小康軒點讀館 : 賈伯斯 / 瑪麗亞.伊

莎貝爾.桑切斯.維格拉文 ; 奧菈.路易

斯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 軒 文 教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不點大

夢想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16-4 (精裝)  

1.賈伯斯(Jobs, Steven, 1955-2011) 2.傳

記 3.通俗作品 4.美國  785.28  

美好 的時光  / 瑪雅 .桑巴格 .朗恩

(Maya Shanbhag Lang)著 ; 蕭美惠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67-0 (平

裝) NT$320  

1.朗恩(Lang, Maya Shanbhag) 2.傳記 3.

女作家 4.美國  785.28  

深入絕境 : 戰地記者瑪麗.柯爾文的

生與死 / 琳賽.希爾遜(Lindsey Hilsum)

著 ; 黃楷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

城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(衛城

Beyond ; 24) .-- ISBN 978-986-06518-

8-1 (平裝) NT$580  

1.柯爾文(Colvin, Marie, 1956-2012) 2.

記者 3.傳記 4.美國  785.28  

這是我的名字 / 香奈兒.米勒(Chanel 

Miller)著 ; 陳柔含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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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野人家 ; 

210) .-- ISBN 978-986-384-560-7 (平裝)  

1.米勒(Miller, Chanel) 2.回憶錄 3.被

害者 4.性侵害 5.美國  785.28  

*喬.拜登 : 他的中間路線能重振美國

嗎? / 歐逸文(Evan Osnos)著 ; 廖世德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3-11-9 (平裝) NT$380  

1.拜登(Biden, Joe, 1942- ) 2.傳記 3.元

首 4.參議員  785.28  

醫治的雙手 : 在台灣 40 寒暑的醫療

救濟與宣教 / 薄柔纜(Roland P.Brown)

作 ; 白育斌, 呂巧婕, 吳佑星, 沈春燕, 

張顯明, 陳貞吟, 許娟娟, 黃以嘉, 彭

雅各, 解世煌, 楊義明, 蔡國珍譯 .-- 

初版 .-- 花蓮縣花蓮市 : 臺灣基督教

門 諾 會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門 諾 醫 院 , 

11008 .-- 冊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84656-8-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84656-9-5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710-0-1 (第 3

冊:平裝)  

1.薄柔纜(Roland P. Brown,1926-） 2.

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

諾醫院 3.醫師 4.傳記  785.28  

文物考古 

有無堂珍藏集. 二, 格古論今玉器篇 / 

蔡志明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有無堂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85-0-5 ( 精 裝 ) 

NT$2400  

1.玉器 2.古玉 3.蒐藏  794.4  

回到塵封的古蜀國 : 三星堆解密 / 吳

維羲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8 面; 
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64-6 (平裝) NT$299  

1.考古遺址 2.文化研究 3.四川省廣

漢市  797.8  

語言/文學類 

語言文字學 

漢語分類詞之語意參數及分類詞之

新定義 = The semantic parameters of 

noun and verbal categorization in 

historical Chinese classifiers,and the 

redefinition of classifiers / 陳榮安著 .-- 

增 訂 一 版  .-- 嘉 義 市  : 陳 榮 安 , 

11007 .-- 265 面; 30 公分 .-- 部分內容

為英文  .-- ISBN 978-957-43-9082-3 

(平裝) NT$1100  

1.漢語 2.語意學  802.18  

*泥鰍講古. 四 / 劉福秋作 .-- 初版 .-- 

苗栗縣後龍鎮 : 苗栗縣後龍鎮萬善

祠 管 理 委 員 會 , 苗 縣 觀 護 協 會 , 

11006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2285-6-5 (平裝)  

1.漢語 2.成語 3.通俗作品  802.1839  

文字學概論 / 陳茂仁編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5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6-090-3 (平裝) NT$360  

1.漢語文字學 2.中國文字  802.2  

國音及說話 / 張正男作 .-- 二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(中國語

文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14-7233-1 

(平裝)  

1.漢語 2.聲韻學 3.說話藝術  802.43  

三字經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冊 .-- 部分內容為注音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29-0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9-30-6 (第 2

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三字經 2.蒙求書 3.漢語 4.讀本  

802.81  

來讀弟子規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23-8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9-24-5 (第 2

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弟子規 2.蒙求書 3.漢語 4.讀本  

802.81  

時代華語 : 教師手冊. 三 = Modern 

Chinese teacher's manual / 文藻外語大

學華語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23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9-

1980-6 (平裝) NT$300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6  

時代華語 : 教師手冊. 四 = Modern 

Chinese teacher's manual / 慈濟大學華

語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正中
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8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9-1981-3 

(平裝) NT$260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6  

超好學日語五十音 (寂天雲隨身聽

APP 版) / 葉平亭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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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0-021-6 (20K 平裝)  
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  803.1134  

輕鬆上手!日語五十音習字帖 / 三民

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(獨學日本語系

列) .-- ISBN 978-957-14-7232-4 (平裝)  
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  803.1134  

一目惚れ、台湾 : 台湾観光十二選. 

下 / 孫寅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

良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3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4-17-9 

(平裝) NT$400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: 日本經典怪

談 / 北田夏己作 ; 藍嘉楹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彩圖

版 .-- ISBN 978-957-710-823-4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兩人一組!開口就能學日語 / 中村直

孝, 林怡君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

26 公分 .-- (日語學習系列 ; 58) .-- 

ISBN 978-986-5560-27-0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300  

1.日語 2.會話  803.188  

Hiroshi 新日檢文法實力養成. 初中級

篇 / Hiroshi(林展弘)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4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13-4 (平裝) NT$499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一定會考的 JLPT 日檢 N2 選擇題

1,000 : 高效能、高報酬、新日檢快

速過關! / 山口廣輝, 蔡麗玲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8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68-3-3 (平裝) NT$499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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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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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絕對合

格 ; 39) .-- ISBN 978-986-246-622-3 
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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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5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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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72 面; 26

公分 .-- (全攻略 ; 12) .-- ISBN 978-

986-246-624-7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20  
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合格!日檢分類單字 N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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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176 面; 26

公分 .-- (日檢滿點 ; 3) .-- ISBN 978-

986-246-621-6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49  
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新日檢 JLPT N1 合格模試 : 模擬測

驗文字.語彙、文法、讀解、聽解完

全解析,高效率一次完勝新日檢! / ア

スク出版編集部著 ; 謝宜君譯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國際學村出版社 , 

11008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4-168-3 (平裝) NT$550  
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新日檢 JLPT N2 合格模試 : 模擬測

驗文字.語彙、文法、讀解、聽解完

全解析,高效率一次完勝新日檢! / ア

スク出版編集部著 ; 楊佩璇, 曾修政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出版

社, 11008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4-169-0 (平裝) NT$550  
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新日檢必考外來語 N1,N2,N3,N4,N5 / 

朱讌欣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

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新日檢

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86-5544-29-4 
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20  

1.日語 2.外來語 3.能力測驗  

803.189  

新日檢制霸!N2 文法特訓班 / 永石繪

美, 黃意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
208 面; 23 公分 .-- (JLPT 滿分進擊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227-0 (平裝)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新制日檢!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

N2 / 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, 大山和佳

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比

較日語 ; 6) .-- ISBN 978-986-246-625-

4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39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新版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,N2 閱讀

大全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合著 .-- 

再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

(日檢大全 ; 51) .-- ISBN 978-986-246-

623-0 (平裝) NT$449  
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IG 韓語貼文日記 / 地方韓文水水著 ; 

丸子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(EZ Korea ; 34)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11-0 (平裝) NT$350  

1.韓語 2.語法  803.26  

追星追劇學韓語 你忘不了的經典台

詞 / 李珍瓊(이진경), LiveABC 編輯

團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64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81-6 (平裝)  

1.韓語 2.讀本  803.28  

台語原來是這樣. 2 : 台南生活的台

語日常 = TÂi Gí : guân-lâi sī án-ne / 

大郎頭著 ; 禾日香繪 .-- 臺北市 : 前

衛出版社, 11006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801-952-2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臺語 2.讀本  803.38  

商務.旅遊越南語(初級) / 裴越河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(外語

學習系列 ; 95) .-- ISBN 978-986-5560-

26-3 (平裝) NT$420  

1.越南語 2.讀本  803.798  

越南語 333 超快速學習法 / 全球通

語研社編著 .-- 增訂 1 版 .-- 新北市 : 

布可屋文化, 11007 .-- 320 面; 23 公

分 .-- (越南語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

986-5544-31-7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99  

1.越南語 2.讀本  803.798  

快樂學馬來西亞語 / 曾秀珠, 林綺琴, 

吳振南, 黃寶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2-858-3 (平裝) NT$400  

1.馬來語 2.讀本  803.928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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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、車輪、語言 : 歐亞草原的騎馬

者如何開創現代世界 / 大衛.安東尼

(David W. Anthony)著 ; 賴芊曄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7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3-14-0 (平裝) NT$700 .-- 

ISBN 978-986-0763-15-7 ( 精 裝 ) 

NT$800  

1.語言學 2.青銅器時代 3.遊牧民族 4.

歐亞大陸  804  

神與科學家的語言 : 拉丁文與其建

構的帝國 / 方索娃斯.瓦克(Françoise 

Waquet)作 ; 鄭佳美, 林素朱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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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41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494-4 (平

裝) NT$550  

1.羅曼語族 2.文化史 3.歐洲  804.2  

科技英語與翻譯 = Toward a science 

of translation / 陳定安編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445-947-6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20  

1.英語 2.科學技術 3.翻譯  805.1  

漢英翻譯基礎與策略 / 李孚聲著 .-- 

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726-4 

(平裝) NT$350  

1.英語 2.翻譯  805.1  

A++黃金單字 2000 = A++ Vocabulary 

2000 / 齊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336 面 ; 26 公分  .-- (堂奧書碼  ; 

TA0114) .-- ISBN 978-986-06254-9-3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一定要知道的事物 : 生活中常用的

單字繪本 / 安娜.科費奇思文.圖 ; 麥

維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0 面; 28 公
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440-

396-7 (精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3.繪本  805.12  

大腦 20 倍記憶力量 : 睡前 15 分鐘

打造英語單字即戰力 / Michael Yang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

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41-6-5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超圖解英文同義字 / 佐藤誠司作 ; 蔡

易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83-1 (平

裝)  

1.英語 2.同義詞 3.詞彙  805.124  

柏克萊英漢圖典  = English-Chinese 

picture dictionary / Yen-Ling Chiu, Yu-

Ching Chen 主編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

市 : 元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4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52-629-3 (精裝)  

1.英語 2.詞典  805.132  

英文發音即時通  / Paul O'Sullivan, 

Christiana Lee, editors of WiN 

Publishing 作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

元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56

面; 28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24-8 (第 4 冊:精裝)  

1.英語 2.發音  805.141  

口語英語語法聖經 / Geoffrey Leech, 

Jan Svartvik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
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544 面; 23 公分 .-- (EZ talk)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12-7 (平裝) NT$599  

1.英語 2.語法  805.16  

拆解英文句子學文法 / 尹尚遠, 張莎

拉著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34-4-1 ( 平 裝 ) 

NT$560  

1.英語 2.語法  805.16  

英文文法與修辭 / 劉世明, 劉珞安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

- 專科用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34-

8 (第 1 冊:平裝) NT$550  

1.英語 2.語法 3.修辭學  805.16  

最直覺的英文文法 / 潘威廉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364 面; 17 公分 .-- (行動

學習 ; 18) .-- ISBN 978-986-06463-6-8 

(平裝) NT$299  

1.英語 2.語法  805.16  

English Stylebook 英語寫作的法則 : 

教你寫出英母語人士相同的「商用

英文、電子郵件、英語報告、學術

論文」英語格式書 / 石井隆之著 ; 陳

書賢譯 .-- 新北市 : 語研學院出版社, 

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644-4-9 (平裝) NT$399  

1.英語 2.寫作法  805.17  

ABC 英語故事袋 . 床邊故事篇  = 

Bedtime stories 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

擴編版  .-- ISBN 978-986-441-577-9 

(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FUN 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. 2 : 各學

科實用課文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 

Michael A. Putlack, e-Creative Contents

著 ; 丁宥暄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寂

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

027-8 (第 2 冊:菊 8K 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小朋友的第一本英文書  / 蘇菲亞
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7 .-- 

96 面; 23 公分 .-- (兒童英語 ; 7) .-- 

ISBN 978-986-5544-30-0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3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大腦 20 倍記憶力量 : 睡前 15 分鐘

打造英語聽力即戰力 / Michael Yang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

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7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41-5-8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商用英文 / 賴暄堯, 許展嘉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專

科用書  .-- ISBN 978-957-572-635-5 

(第 1 冊:平裝) NT$380  

1.商業英文 2.讀本  805.18  

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. 高級本 

/ 文庭澍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

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224 面; 26 公分 .-- (Linking English) .-

- ISBN 978-957-08-5895-2 (下冊:平裝) 

NT$35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1 對 1 影像式英文對話訓練 / 丸山大

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語研學院出

版社, 11008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644-5-6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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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joy Your Trip!專業觀光英語(寂天

雲 隨 身 聽 APP 版 ) / Kiwi Cheng, 

Owain Mckimm 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寂 天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8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0-028-5 (平裝)  

1.英語 2.旅遊 3.會話  805.188  

大腦 20 倍記憶力量 : 睡前 15 分鐘

打造生活英語會話即戰力 / 黃琪惠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

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7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41-7-2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
輕鬆學會美語會話 / 蘇盈盈著 .-- 新

北市 :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英語系列 ; 73) .-- 

ISBN 978-986-06114-4-1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33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
學校沒教的英文口語  / David Katz

作 ; 戴至中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波

斯納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6-6-9 

(平裝) NT$280  

1.英語 2.口語 3.會話  805.188  

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檢定 3 回模擬試

題+詳解(詳解本) / 賴世雄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

- (常春藤普思系列 ; AP02-2) .-- 兒青

版 .-- ISBN 978-986-06662-1-2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560  

1.英語 2.能力測驗  805.189  

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檢定 3 回模擬試

題+詳解(詳解本) / 賴世雄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

- (常春藤普思系列 ; AP01-2) .-- 通用

版/職場版 .-- ISBN 978-986-06662-2-9 
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60  

1.英語 2.能力測驗  805.189  

超高分!全民英檢中級模擬測驗題庫

(初試複試) / 何依.菲利普著 .-- 新北

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7 .-- 320 面; 26

公分 .-- (英檢系列 ; 4) .-- ISBN 978-

986-5544-28-7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99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92  

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說讀寫 4 in 1 / 

何誠作 .-- 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5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3-1-4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92  

TOEIC L&R TEST 14 天達標 600 分!

全圖解多益解題技巧 / 塚田幸光著 ; 

蔡易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86-2 (平

裝) NT$450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全新!新制多益 TOEIC 閱讀題庫大

全 : 全面掌握最新趨勢的多益題型,

穩穩拿到黃金證書! / David Cho 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出版

社, 11008 .-- 8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4-166-9 (平裝) NT$880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全新!新制多益 TOEIC 聽力題庫大

全 / David Cho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國際學村出版社, 11008 .-- 6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65-

2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880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前進滿分 TOEIC 多益文法全圖解 / 

Shirley Wu 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前

進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82-8-0 (平

裝) NT$349  

1.多益測驗 2.語法  805.1895  

文學 

從零開始學寫作 : 自媒體時代,人人

都需要「寫作力」 / 弘丹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(View ; 96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154-0 (平裝) NT$350  

1.寫作法  811.1  

寫作新解方 / 周慶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志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後全球

化思潮 ; 6) .-- ISBN 978-986-06755-5-

9 (平裝)  

1.寫作法  811.1  

Chicago 論文寫作格式 : Turabian 手

冊 / Kate L. Turabian 著 ; 邱炯友, 林

雯瑤審譯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45-952-0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500  

1.論文寫作法  811.4  

首爾大學一開課就秒殺的邏輯寫作

課 : 提筆就寫出獨到觀點、清楚表

達意見,又能強烈說服他人的技巧大

公開 / 朴柱永著 ; 楊筑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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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79-7-6 (平裝) NT$360  

1.論文寫作法 2.研究方法  811.4  

中英翻譯導引 : 中文日常用語英譯

法  : 中英翻譯常見錯誤  = English 

translation of everyday Chinese 

language / 王文忠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金禾多元文化行銷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155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7610-4-9 (精裝)  

1.英語 2.翻譯  811.7  

翻譯乃大道,譯者獨憔悴 : 余光中翻

譯論集 / 余光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300 面; 21 公分 .-- (余光中作品集 ; 

30) .-- ISBN 978-986-450-358-2 (平裝) 

NT$400  

1.翻譯 2.文集  811.707  

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 / 勞倫斯.卜洛

克(Lawrence Block)作 ; 傅凱羚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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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(NEW 不歸類 ; RG8011) .-- 

ISBN 978-626-310-042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小說 2.寫作法  812.71  

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. 別冊 : 索

引  =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

translation,1595-1647 : an anthology 

with commentary and annotations / 李

奭學, 林熙強主編 .-- 修訂再版 .-- 臺

北市 :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, 

11007 .-- 305 面; 26 公分 .-- (文學與

宗教研究叢刊 ; 10) .-- ISBN 978-626-

7002-39-1 (精裝) NT$600  

1.宗教文學 2.翻譯 3.天主教 4.明代 5.

索引  815.6021  

中國文學 

漢魏六朝文學論集 / 廖蔚卿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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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出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, 11008 .-

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學術研究叢刊 ; 

7) .-- ISBN 978-986-350-468-9 (平裝) 

NT$550  

1.漢代文學 2.六朝文學 3.文學評論 4.

文集  820.7  

宋詩之困境與療癒 / 張瑋儀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0-650-2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宋詩 2.詩評 3.文學心理學  821.85  

繆斯之眼 / 馮冬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

學類)(文學視界 ; 129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44-1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詩評 2.新詩  821.887  

中國文學總集 

詩經正詁 / 余培林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724 面; 23 公分 .-- (國學大叢書) .-- 

ISBN 978-957-14-7242-3 (平裝)  

1.詩經 2.注釋  831.12  

<<詩經>>與方志論集 / 陳明義著 .-- 

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大 揚 出 版 社 , 

11006 .-- 1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99-968-1 (平裝) NT$300  

1.詩經 2.方志 3.研究考訂 4.文集  

831.18  

唐詩三百首全注本 / 蘇明來作 .-- 初

版  .-- 新 北 市  : 蘇 氏 國 學 書 局 , 

11006 .-- 5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22-0-6 (平裝) NT$850  

 831.4  

新譯宋詩三百首 / 陶文鵬注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577 面; 21 公分 .-- (古籍

今注新譯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234-8 (平裝)  

 831.5  

民國文學珍稀文獻集成. 第三輯, 新

詩舊集影印叢編 / 劉福春, 李怡主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18-473-5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88000  

 831.8  

*古文觀止選講 / 徐醒民講 .-- 彰化

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11006 .-- 17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50-

1 (平裝)  

 835  

國文 / 廖芮茵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用書 .-- 

ISBN 978-957-572-636-2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470  

1.國文科 2.讀本  836  

中國文學別集 

陋室銘 / 徐希絜文.圖 .-- 初版 .-- 花

蓮縣吉安鄉 : 牧于森工作室, 11006 .-

- 8 面; 18X18 公分 .-- (牧于藝漫畫繪

本系列 ; 4) .-- ISBN 978-986-06787-1-

0 (平裝) NT$60  

 844.18  

蘇東坡全集 / (宋)蘇東坡原著 ; 于景

祥, 徐桂秋, 郭醒解評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志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諸子百

家大講座  ; 21) .-- ISBN 978-986-

06437-1-8 (平裝)  

 845.16  

憶往七集 / 陳有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07 .-- 180 面; 

21 公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37) .-- ISBN 

978-986-314-559-2 (平裝)  

 848.6  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
各體文學 

香江心史 / 煙霞舊客, 逃虛客編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

社, 11006 .-- 1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6-241-6 (平裝) NT$150  

 851.387  

果林夜話 / 南隙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

學類 ; PG2580)(秀詩人 ; 85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920-5 (平裝) 

NT$250  

 851.4  

*我怎樣寫杜甫 / 洪業撰 .-- 再版 .-- 

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出版 : 學海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7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4-358-8 

(平裝) NT$200  

1.(唐)杜甫 2.唐詩 3.詩評  851.4415  

海跳起,子彈婉轉 / 張耳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

文學類 ; PG2604)(秀詩人 ; 86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923-6 

(平裝) NT$280  

 851.487  

屠城 = A city of massacres / 廖亦武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傾向出版社, 

11007 .-- 195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98276-1-4 (平裝) 

NT$250  

 851.487  

橫筆獨詩天下 / 陳進勇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006 .-- 42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0-2-2 (平

裝) NT$450  

 851.487  

東坡詞選注 / 劉少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6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866-8 (平裝) NT$360  

 852.4516  

*孟稱舜「花前一笑」與卓人月「花

舫緣」兩劇的比較研究  / 陳劍輝

著 .-- 再版 .-- 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出

版 : 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

11006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14-357-1 (平裝) NT$400  

1.(明)孟稱舜 2.(明)卓人月 3.明代雜

劇 4.劇評  853.56  

<<臺北人>>總也不老 / 何華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90 面; 21 公分 .-- (爾雅叢

書 ; 682) .-- ISBN 978-957-639-653-3 

(平裝) NT$390  

 855  

人間告白 / 金魚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

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43-39-6 (平裝) NT$350  

 855  

春牧場 / 李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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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36-9-6 (平裝) NT$350  

 855  

當黑髪黑眼遇上金髪碧眼 / 張奧列

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007 .-- 33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0-3-

9 (平裝) NT$450  

 855  

神劍傳奇 / 張一弘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7 .-- 1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釀冒險 ; 50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76-1 ( 平 裝 ) 

NT$240  

 857  

偷靴 / 徐希絜文.圖 .-- 初版 .-- 花蓮

縣吉安鄉 : 牧于森工作室, 11006 .-- 

24 面; 18X18 公分 .-- (牧于藝漫畫繪

本系列 ; 5) .-- ISBN 978-986-06787-3-

4 (平裝) NT$220  

1.子不語 2.漫畫  857.27  

岳飛傳 / 錢彩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南

市 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656 面; 22 公分 .-- (中國古

典文學) .-- ISBN 978-626-313-006-7 

(精裝)  

 857.44  

<<金瓶梅>>演義 : 儒學視野下的寓

言闡釋 / 李志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871-2 (平裝) NT$500  

1.金瓶梅 2.研究考訂  857.48  

紅樓夢又醫章 / 鄧正梁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鄧正梁, 11007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90-2 (平

裝)  

1.紅學 2.研究考訂 3.醫學  857.49  

一劍鎮蒼穹 / 執筆畫天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82-

3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83-0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84-7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85-4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大君凶猛 / 小明太難了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106-

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05-9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104-2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03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大荒人仙 / 言歸正傳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74-

8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75-5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76-2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77-9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不入後宅入朝堂 / 清風拂面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07801-

E1078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240-1 

(上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41-8 (下冊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少年風水師 / 文濤小道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62-

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63-2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64-9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65-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六道奇譚 / 開荒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78-6 (第 1

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079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080-9 (第 3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81-6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半月妻 / 一竿風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067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16-6 

(平裝) NT$320  

 857.7  

半仙 / 躍千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99-1 (第 4

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098-4 (第 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097-7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96-0 

(第 1 冊:平裝) NT$190  

 857.7  

卡術師 / 軸見康介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要有光, 11007 .-- 258 面; 21 公

分 .-- (要推理 ; 88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6992-76-6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57.7  

因為你也在這裡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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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

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

180-7 (平裝)  

 857.7  

竹馬成雙 / 愛看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567-3-2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567-4-9 

(第 2 冊 : 平裝 ) .-- ISBN 978-986-

06567-5-6 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竹馬成雙 / 愛看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567-6-3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567-8-7 

(第 4 冊 : 平裝 ) .-- ISBN 978-986-

06567-7-0 (第 3 冊:平裝限定版) .-- 

ISBN 978-986-06567-9-4 (第 4 冊:平裝

特裝版)  

 857.7  

再嫁和離夫 / 曉柳月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328 面 ; 21 公分  .-- (藍海系列  ; 

E1081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50-0 

(平裝) NT$290  

 857.7  

全職藝術家 / 我最白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70-

0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71-7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72-4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73-1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沉睡的方程式 / 風曉櫻寒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

066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067-0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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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T$240 .-- ISBN 978-626-311-068-7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69-4 (第 4 冊:平裝) NT$240  

 857.7  

奉子嫁侯府 / 桂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08301-

E108305) .-- ISBN 978-986-527-245-6 

(卷 1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46-3 ( 卷 2: 平 裝 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27-247-0 (卷 3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248-7 

(卷 4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49-4 (卷 5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旺夫續弦妻 / 灩灩清泉著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973-976)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30-6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31-3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

986-509-232-0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33-7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長媳開外掛 / 霍炎炎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(文創風 ; 968-969) .-- ISBN 

978-986-509-225-2 ( 上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26-9 

(下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咱仨 : 共情三部曲. 2 / 胡英(五月)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167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07-1 (平裝) NT$550  

 857.7  

穿越後她爆紅皇城 / 雲辭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08001-

E1080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236-4 

(卷 1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37-1 ( 卷 2: 平 裝 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27-238-8 (卷 3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239-5 

(卷 4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姻親 : 共情三部曲. 1 / 胡英(五月)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166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06-4 (平裝) NT$500  

 857.7  

財女的矜貴夫 / 葉東籬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08201-

E1082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243-2 

(上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44-9 (下冊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陛下賣笑五千兩 / 溫涼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

列 ; E1075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

231-9 (平裝) NT$320  

 857.7  

追凶者 / 千羽之城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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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冊 .-- (境外之城 ; 120-

121S) .-- ISBN 978-986-06686-1-2 (上

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-

06686-2-9 ( 下 冊 : 平 裝 ) NT$350 .-- 

ISBN 978-986-06686-3-6 (全套:平裝) 

NT$700  

 857.7  

荒火曼波 / 遲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沒譜文化出版社, 11007 .-- 38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0-30-

1 (精裝)  

 857.7  

時光和你都很美 / 葉非夜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

095-3 (第 3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094-6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2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93-9 

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時來孕轉當正妻 / 景丘著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970-972)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27-6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28-3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

986-509-229-0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神祕主義至上!為女王獻上膝蓋 / 一

路煩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

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18-4 

(第 3 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神醫凰后 / 蘇小暖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60-1 (第 1

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061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250  

 857.7  

都市之鑑寶神眼 / 月上天涯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

092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091-5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90-8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89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將我馴養 / 肚皮三層肉作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栗子文創工作室, 11007 .-- 

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589-5-0 (平裝) NT$380  

 857.7  

將軍遊戲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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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(Play or die 系列 ; 3) .-- 

ISBN 978-986-06589-4-1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57.7  

盛寵而嬌 / 曲清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07101-

E107105) .-- ISBN 978-986-527-218-0 
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19-7 ( 卷 2: 平 裝 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86-527-220-3 (卷 3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221-0 

(卷 4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22-7 (卷 5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富貴盈門 / 燦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07201-

E1072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224-1 

(卷 1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25-8 ( 卷 2: 平 裝 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27-226-5 (卷 3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227-2 

(卷 4:平裝) NT$2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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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57.7  

馭鮫記 / 九鷺非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734-8 (第 3 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農門出鄉君 / 九月霜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07601-

E1076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232-6 
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33-3 ( 卷 2: 平 裝 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86-527-234-0 (卷 3:平裝) 

NT$270  

 857.7  

想要把你藏起來 / 龍山黃小冲作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小魚乾工作室 , 

11006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350-4-3 (平裝)  

 857.7  

餘生有你,甜又暖 / 囧囧有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

102-8 (第 3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101-1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280 .-- ISBN 978-626-311-100-4 

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踐約 : 共情三部曲. 3 / 胡英(五月)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168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08-8 (平裝) NT$650  

 857.7  

翰林娘子 / 曼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

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07401-

E1074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229-6 

(上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230-2 (下冊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龍飛鳳仵 / 莫風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冊 .-- (小說 house 系列 ; 485-492) .-- 

ISBN 978-986-467-289-9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90-5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

986-467-291-2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92-9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

986-467-293-6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94-3 

(第 6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

986-467-295-0 ( 第 7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467-296-7 

(第 8 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貔貅飯館 : 只進不出 = Pixiufanguan / 

海鶄落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沒譜文

化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550-31-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550-32-5 (第 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550-33-2 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醫流嬌妻 / 云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8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065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15-9 

(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溫柔的刀 / 溫瑞安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冊 .-- (說英雄.誰是英雄系

列) .-- 武俠經典新版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00-0 (上冊:平裝) NT$290 .-- 

ISBN 978-626-7025-01-7 (中冊:平裝) 

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02-4 

(下冊:平裝) NT$290  

 857.9  

兒童文學 

公埔園地. 第 11 期 / 羅垤輝, 王奕璿, 

鍾佳晏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蘆

竹區公埔國民小學, 11006 .-- 12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01-2 

(平裝)  

1.兒童文學 2.兒童讀物 3.期刊  

859.05  

公主訓練班. 2, 公主誕生 / 耿啟文作 ; 

瑞雲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8 面; 2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21-497-5 (平

裝) NT$250  

 859.6  

神探包青天. 1, 黑色預言 / 凌偉駿文 ; 

余遠鍠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3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

493-7 (平裝) NT$250  

 859.6  

更好的彼此 / 丁彧涵文.圖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格林

愛 與 關 懷 繪 本 ) .-- ISBN 978-986-

5576-33-2 (精裝)  

 859.9  

河馬媽媽分鬆餅 / 梁雅怡作 ; 阿喵
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6 面; 26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338-

405-2 (精裝) NT$300  

 859.9  

東方文學 

「亂倫」母題與日本敘事文學 / 吳

舜立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007 .-- 

46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60-4-6 (平裝) NT$800  

1.日本文學 2.文學評論 3.亂倫  

861.2  

二十億光年的孤獨 / 谷川俊太郎著 ; 

田原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鴻藝術

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出版, 11007 .-- 

直 256 面; 18 公分 .-- 2021 年版 .-- 

ISBN 978-986-95958-9-6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 861.51  

Lush life / 伊坂幸太郎著 ; 張筱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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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伊坂幸太郎作品集 ; 2) .-- 

ISBN 978-986-5580-79-7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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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573-7 (第 2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574-4 

(第 23 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千代子 / 宮部美幸著 ; 邱香凝, 李彥

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(宮部美幸作品集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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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) .-- ISBN 978-986-5580-77-3 (平裝) 

NT$299  

 861.57  

小說 名偵探柯南 : 怪盜小子精選集 : 

月下的預告狀 / 青山剛昌原著 ; 酒井

匙作 ; 倚風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2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580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不可以 / 道尾秀介著 ; 高詹燦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皇

冠叢書 ; 第 4957 種)(大賞 ; 128) .-- 

ISBN 978-957-33-3760-7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/ 八ツ橋皓

作 ; 黃品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550-8 (第 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549-2 

(第 4 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月收 50 萬卻覺得人生乏味的 OL,用

30 萬僱用我對她說「妳回來了」,這

工作真是好賺 / 黄波戸井ショウリ

作 ; 曾柏穎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28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578-2 (第 2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今夜 F 時,奔向兩個你所在的車站。 

/ 吉月生作 ; 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36-2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心碎餐廳 / 松尾由美作 ; 李惠芬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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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968-6 

(平裝)  

 861.57  

生命式 / 村田沙耶香著 ; 邱香凝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37-3 (平

裝) NT$450  

 861.57  

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

族 / 月夜涙作 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29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14-0 (第 5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目標是與美少女作家一起打造百萬

暢銷書!! / 春日部タケル作 ; 蔡孟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8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38-6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冰川老師想交個宅宅男友. 第三堂課 

/ 篠宮夕作 ; 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352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21-8 (平裝)  

 861.57  

交通警察之夜 / 東野圭吾作 ; 王蘊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48 面; 21

公分 .-- (春日文庫 ; 96) .-- ISBN 978-

957-741-361-1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
安達與島村 / 入間人間作 ; 蒼貓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00 面; 19 公分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17-1 (第 9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安寧的祝福 / 南杏子作 ; 王蘊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 公

分 .-- (春日文庫 ; 95) .-- ISBN 978-

957-741-355-0 (平裝) NT$270  

 861.57  

告 白 預 演 系 列 . 11, Non Fantasy / 

HoneyWorks 原案 ; 香坂茉里作 ; 咖

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0 面; 19
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

ISBN 978-986-524-719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告白預演系列. 12, 女主角培育計畫 / 

HoneyWorks 原案 ; 香坂茉里作 ; 咖

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76 面; 19

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

ISBN 978-986-524-699-0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妖怪旅館營業中. 十一, 在天神屋的

四季流轉 / 友麻碧著 ; 蔡孟婷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705-8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希望 / 雫井脩介作 ; 王蘊潔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

(春日文庫 ; 97) .-- ISBN 978-957-741-

362-8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
花之祭典 / 花房觀音作 ; 陳令嫻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(iREAD ; 143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603-3 (平裝) NT$380  

 861.57  

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/ 丘野優作 ; 林

其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冊 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71-3 (第 8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572-0 (第 8

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正義護理師 / 

鴨志田一作 ; 哈泥蛙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344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37-9 (平裝)  

 861.57  

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. 14.5 
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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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8-971-6 (平裝)  

 861.57  

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!繞道而行第

2 次! / 暁なつめ作 ; kazano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08 .-- 256 面 ; 19 公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18-8 (平裝)  

 861.57  

約會大作戰 DATE A BULLET 赤黑

新章 / 東出祐一郎作 ; Q 太郎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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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08 .-- 280 面; 19 公分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13-3 (第 7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異世界悠閒農家 / 內藤騎之介作 ; 

Seek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24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97-6 (第 7

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異世界賢者的轉生無雙 : 用遊戲知

識成為異世界最強 / 進行諸島作 ; 王

啟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75-1 (第 2

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密林的他 / 小林典雅作 ; 黃盈琪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36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3-577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將這股溫度稱為妳 / 悠木りん作 ; 林

其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17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76-8 (平

裝)  

 861.57  

理想的女兒是世界最強,你也願意寵

愛嗎? / 三河ごーすと作 ; 曹茹蘋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56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24-9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黑革手帳 / 松本清張作 ; 鄒評譯 .-- 

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新 雨 出 版 社 , 

11007 .-- 736 面; 21 公分 .-- (松本清

張作品選 ; 26) .-- ISBN 978-986-227-

296-1 (平裝) NT$720  

 861.57  

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,你也願意

娶回家嗎? / 浅岡旭作 ; Y.S.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08 .-- 328 面 ; 19 公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35-5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無論如何都要活著 / 朝井遼著 ; 緋華

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文字森林 ; 23) .-- ISBN 978-

986-507-471-5 (平裝) NT$360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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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32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725-6 (第 23 冊:平

裝)  

 861.57  

聖女的救贖 / 東野圭吾作 ; 王蘊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

- (皇冠叢書 ; 第 4958 種)(東野圭吾

作品集  ; 38) .-- ISBN 978-957-33-

3758-4 (平裝) NT$420  

 861.57  

獅子的點心 / 小川糸著 ; 王蘊潔譯 .-

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35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62-6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
獨家報導之卵 / 大崎梢著 ; 邱香凝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悅

讀.日本小說 ; 18) .-- ISBN 978-986-

319-583-2 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7  

戰翼的希格德莉法 Rusalka / 戰翼俱

樂部原作 ; 長月達平作 ; Seeker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4-732-4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4-733-1 (下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鐵鏟無雙 : 「鐵鏟波動砲!」(｀・ω

・´)♂〓〓〓〓★(゜Д ゜;;;).:∴轟

隆 / つちせ八十八作 ; 九十九夜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96 面; 19 公分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31-7 (第 3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月之丘魔法寶石店. 3, 歌唱家菲妮和

魔法水晶 / 安晝安子作.繪 ; 胡慧文

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28 面; 20 公分 .-

- (優讀本 ; 181) .-- ISBN 978-957-521-

498-2 (精裝) NT$280  

 861.596  

厄里斯的聖杯 / 常磐くじら作 ; 賴詠

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44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79-9 (第 2

冊:平裝)  

 861.596  

安雅與魔女 / 黛安娜.韋恩.瓊斯原作 ; 

宮崎駿企劃 ; 丹羽圭子, 郡司絵美腳

本 ; 鍾嘉惠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
120 面; 26 公分 .-- (全彩故事書 ; 

22) .-- ISBN 978-626-304-740-2 (精裝)  

 861.596  

企鵝登山隊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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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80
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338-407-6 (平裝) NT$230  

 861.596  

幽靈貓福子. 3, 召喚魔法的少年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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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

136 面; 21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- ISBN 

978-986-5593-41-4 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96  

換心店 / 梨屋有枝文 ; 菅野由貴子

圖 ; 周姚萍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25-0 (平裝) NT$280  

 861.596  

電子鍋參加運動會 / 村上詩子作 ; 長

谷川義史繪 ; 李小虹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338-408-3 (平裝) 

NT$230  

 861.596  

錯覺偵探團. 1, 神祕月夜的寶石小偷 

/ 藤江純作 ; 吉竹伸介繪 ; 林佩瑾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童心園 ; 144) .-- ISBN 978-

986-507-455-5 (平裝) NT$300  

 861.596  

錯覺偵探團. 2, 鬧鬼坡失蹤案 / 藤江

純作 ; 吉竹伸介繪 ; 林佩瑾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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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童心園 ; 145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477-7 (平裝) NT$300  

 861.596  

魔法醫. 4, 神祕的天空之城 / 南房秀

久作 ; 小笠原智史繪 ; 胡慧文譯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

(Much 讀本 ; 86) .-- ISBN 978-957-

521-491-3 (平裝) NT$240  

 861.596  

大佛的夏日祭典 / 苅田澄子文 ; 中川

学圖 ; 黃惠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

11008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7-95-3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口袋洋裝 / 土田伸子文.圖 ; 盧本文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 面; 21X23

公 分  .-- ( 小 魯 繪 本 世 界  ; 

APW037N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5566-77-7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9  

我不要生病 / 仲川道子著 .-- 新北市 : 

人 類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47-7 (平裝) 

NT$99  

 861.599  

我的生日禮物 / 仲川道子著 .-- 新北

市 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50-7 (平裝) 

NT$99  

 861.599  

我會玩捉迷藏 / 仲川道子著 .-- 新北

市 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49-1 (平裝) 

NT$99  

 861.599  

我學會自己買東西 / 仲川道子著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51-4 (平

裝) NT$99  

 861.599  

我學會洗衣服 / 仲川道子著 .-- 新北

市 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36 面; 23X23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48-4 (平裝) 

NT$99  

 861.599  

咬指甲妖怪 / 吉村亞希子文.圖 ; 邱

瓊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 面; 

27 公分 .-- (小魯寶寶書) .-- ISBN 

978-986-5566-80-7 (精裝) NT$300  

 861.599  

蔬果來泡澡 / 三浦太郎文.圖 ; 林佩

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32 面 ; 

17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75-

3 (精裝) NT$300  

 861.599  

蔬果戴帽子 / 三浦太郎文.圖 ; 林佩

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32 面 ; 

17X17 公分 .-- (小魯寶寶書) .-- ISBN 

978-986-5566-81-4 (精裝) NT$300  

 861.599  

詩,多美好 / 鄭明析作 ; 李潔茹, 鄭語

光譯 .-- 臺北市 : 明人出版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56 面; 21 公分 .-- (靈

感的詩 ; 7) .-- ISBN 978-986-98957-5-

0 (平裝) NT$320  

 862.51  

9 號的工作 / 金惠珍著 ; 簡郁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(Story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145-8 (平裝) NT$350  

 862.57  

劉願 / 白溫琉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iREAD ; 144)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02-6 (平裝)  

 862.57  

奇幻冒險故事繪本 / Lee An 作 ; 陳

馨祈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
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5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23-

659-8 (精裝)  

 862.596  

臭屁實習偵探. 2, 消失的鑽石項鍊 / 

先視野(Sun See Yah)作 ; 李柱喜(Lee 

Ju Hee)繪 ; 黃譯嫺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120 面; 20 公分 .-- (優讀本 ; 180) .-- 

注音版  .-- ISBN 978-957-521-489-0 

(精裝) NT$280  

 862.596  

深夜中的月光食堂 / 李玢希文 ; 尹太

奎圖 ; 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90

面; 22 公分 .-- (小書芽) .-- ISBN 978-

957-14-7241-6 (平裝)  

 862.596  

我是罐子 / 梁垂洪文.圖 ; 陳慧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32-3 (精裝)  

 862.599  

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. 9, 柏林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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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8 .-- 160 面 ; 25 公 分  .-- 

(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00-2 (平裝) NT$300  

 862.599  

橘子的滋味 / 趙南柱著 ; 尹嘉玄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

高 寶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臺 灣 分 公 司 , 
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177-7 (平裝)  

 862.6  

巧合製造師 / 約夫.布盧姆作 ; 吳宗

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
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5) .-- ISBN 978-

957-741-360-4 (平裝) NT$480  

 864.357  

禮物 : 哈菲茲詩集 / 哈菲茲(Hafez)

作 ; 孫得欽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紅 桌 文 化 , 左 守 創 作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159-6-3 (平裝) NT$500  

 866.51  

維拉夫天堂地獄遊記 : 中英對照的

中古波斯文學讀本 / 張之傑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286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

對照 .-- ISBN 978-986-447-172-0 (平

裝) NT$360  

 866.57  

臺灣文學 

臺灣百年文學制度史 / 古遠清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

(古遠清臺灣文學五書 ; 810YA3)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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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478-482-0 ( 精 裝 ) 

NT$500  

1.臺灣文學史  863.09  

歌仔冊年刊. 創刊號 / 蕭藤村, 施炳

華, 沈逢吉編輯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

南鎮 : 台灣歌仔冊學會, 11006 .-- 16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1-0-

7 (平裝) NT$200  

1.說唱文學 2.臺灣文學 3.文學評論 4.

文集  863.28  

中山 40.西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: 西

子灣文學獎. 第 28 屆 / 楊濟襄主編 .-

- 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, 

11006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276-2-6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3  

台文通訊 BONG 報第 313 到第 324

合訂本 / 陳豐惠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財團法人李江却臺語文教基

金會, 11006 .-- 552 面; 26X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80-0-0 (平裝)  

 863.3  

詩想少年 / 林鷺, 陳秀珍, 楊淇竹編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G2538)(文學視

界 ; 13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24-3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3  

離相詩文集. 續篇 / 曾炳炎作 .-- 新

竹市 : 新竹竹社, 11009 .-- 9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969-1-8 (平

裝) NT$220  

 863.4  

0.018 秒 : 隱匿詩集 / 隱匿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小書房, 小寫出版, 

11008 .-- 210 面; 20 公分 .-- (隱匿詩

集 ; 6) .-- ISBN 978-986-97263-1-3 (平

裝) NT$380  

 863.51  

大覺詩鈔 / 龔必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夢方文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33-0-

1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1  

年輕的麥凱萊 : 黃里散文詩集(2011-

2021) / 黃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
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4-64-8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1  

林榮德詩集選輯  = A selection of 

poetry by Dr Jeng-Teh Lin / 林榮德

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林榮德 , 

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57-43-8977-3 (平裝) 

NT$200  

 863.51  

海芋都是妳 : 陳明克漢西雙語詩集 = 

Tú eres todas las flores de cala / 陳明克

著  ; 赫 迪 雅 . 嘉 德 霍 姆 (khédija 

gadhoum), 巫 宛 真 , 維 雷 斯 . 武 岳

(URIEL ALBERTO VÉLEZ BATISTA), 

Mariela Cordero 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 威 資 訊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142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

學類 ; PG2587)(台灣詩叢 ; 16) .-- 

BOD 版; 中西對照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22-9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1  

海的聲音 : 林鷺漢英西三語詩集 = 

The voices of the sea = Los voces del 

mar / 林 鷺 著  ; 黃 暖 婷 (Faustina 

Nuanting Huang), 戴茉莉(Emily Anna 

Deasy)英譯 ; 秦佾西譯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6 .-- 142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

學類 ; PG2578)(台灣詩叢 ; 15) .-- 

BOD 版; 中英西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326-921-2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1  

神筆志話道人生 / 林映慈著 .-- 新北

市 : 林映慈, 11007 .-- 44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44-1 (平裝) 

NT$500  

 863.51  

從何而來 / sy 傜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58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8-87-1 (平裝) NT$130  

 863.51  

愛情與幸福 / 花菇, 心所, 猴子貓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8-85-7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 863.51  

精神病院 = A mental home and other 

poems / 鯨向海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 塊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36 面; 20 公分 .-- (walk ; 

3) .-- ISBN 978-986-0777-21-5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1  

蔓生蕨 / 雨苓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雨苓, 11008 .-- 92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01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63.51  

Dear Blue 屏東海洋文學新浪潮 / 李

敏勇, 傅怡禎, 楊政源, 陳耀昌, 洪震

宇, 吳懷晨, 陳凱琳, 陳柏言, 曾元耀, 

栗光, 施百俊, 陳冠榮, 張卉君, 李明

璁專文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屏東縣政

府文化處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72-09-2 (平裝)  

 863.55  

一日如一生的愛 / Charles 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第

一本 ; 106) .-- ISBN 978-986-137-331-

7 (平裝) NT$340  

 863.55  

人生沒有最好,不錯就好  / 王溢嘉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

- (看世界的方法 ; 199) .-- ISBN 978-

986-06075-8-1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5  

失戀聯盟 / 藍色水銀, 雪倫湖, 六色

羽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3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96-3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5  

如果理想生活還在半路  / 柯采岑

(Audrey Ko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

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
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56-

5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5  

早知道就待在家 / 謝哲青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皇冠

叢書 ; 第 4955 種)(謝哲青作品 ; 3) .-- 

ISBN 978-957-33-3752-2 (平裝)  

 863.55  

羊喜人家 / 黎清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08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2-04-

4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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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圳溝邊上媠的風景 / 賴玉絲作 ; 何

素娟, 陳則名, 陳則向繪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6 .-- 22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-387-

0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老貓札記 / 老貓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8-07-1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努力多久才可以喊累 / 艾莉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58-9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5  

我把什麼都告訴你,除了喜歡你 / 知

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愛寫 ; 51)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07-1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5  

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/ 果子離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80 面; 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190-9 ( 平 裝 ) 

NT$330  

 863.55  

林邊手記 : 預約一個花海 / 翁少非
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暉出版社, 

11007 .-- 2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524-67-5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枕邊書 / 施少閎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8-95-6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初戀回憶 / 汶莎, 君靈鈴, 葉櫻合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8-91-8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63.55  

南方情懷 / 蔡文章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007 .-- 266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66-8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3.55  

美麗人生 / 明士心, 立青, 老溫合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12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5-38-0 ( 平 裝 ) 

NT$260  

 863.55  

留白 : 給自己五分鐘 / 蔡嫦琪作 .-- 

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零極限文化出版

社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留白

誌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462-4-5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浮生夢囈 : 時光隧道裡的五味人生 / 

彼岸的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

思出版事業網, 11007 .-- 368 面; 21

公分 .-- (現代散文 ; 11) .-- ISBN 978-

986-0762-02-0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5  

迷物森林 / 龔大中, 許力心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84 面; 21 公

分  .-- (View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150-2 (平裝) NT$420  

 863.55  

茶香禪味,簾內豈能不醉 / 草川(張浩

然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0 面; 21

公分 .-- (詩文叢集. 茶禪系列叢書 ; 

1301CA1) .-- ISBN 978-986-478-485-1 

(精裝)  

 863.55  

帶衰老鼠死得快 : 如何一想就通?轉

暗為明,翻轉人生! / 郝廣才文 ; 塔塔

羅帝圖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08 面; 
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-32-5 

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5  

這 裡 沒 有 英 雄  : 急 診 室 醫 師 的

COVID-19 一線戰記 / 胖鳥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

(聯經文庫) .-- ISBN 978-957-08-5928-

7 (平裝)  

 863.55  

順伯仔佮你搏感情 : 閩南語散文創

作 / 余益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余

益興, 11006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8999-5 (平裝)  

 863.55  

鄉愁在柳川古道 / 妍音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7 .-- 220 面; 21

公分 .-- (釀文學 ; 253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81-5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63.55  

熊智銳老博士談天說地  / 熊智銳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30-6 (平

裝) NT$400  

 863.55  

撒哈拉歲月 / 三毛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
4962 種)(三毛典藏 ; 1) .-- ISBN 978-

957-33-3751-5 (平裝)  

 863.55  

1940 年雙連埤的漣漪 / 柯明正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8-00-2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 863.57  

DNA 殺手 / 佘炎輝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要有光, 11007 .-- 280 面; 21 公

分 .-- (要推理 ; 89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6992-78-0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 863.57  

LAND : 血色王冠 Blood Crown / 楚

蒂.B.詹恩(Trudy.B.Jhan)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冰屋書創, 11008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7-0-0 

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一的情書 / 晨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25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0-160-2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7  

七月七日雨 / Sophia, 尾巴, 晨羽, 笭

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All about love ; 33) .-- ISBN 

978-957-741-382-6 (平裝) NT$180  

 863.57  

人棺 / 時下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讀

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(鬼物語 ; 28) .-- ISBN 

978-986-453-151-6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小世界 / 李寬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城 邦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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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4-63-1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千年,查無此人 / 梨雅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花園系

列 ; G3701) .-- ISBN 978-986-06072-3-

9 (平裝) NT$270  

 863.57  

千奇百怪寄宿家庭. 第二部 / 雪倫湖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1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5-33-5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57  

小妻枕上寵 / 唐梨作 .-- 初版 .-- [彰

化 縣 福 興 鄉 ] : 喵 喵 屋 工 作 室 , 

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08-76-0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千面小嬌娘 / 米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4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079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42-5 

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7  

三個冬天 / 李曜偉作 .-- 新北市 : 李

曜偉, 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67-0 (平裝)  

 863.57  

天下第一美 / 風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8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077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35-7 

(平裝) NT$270  

 863.57  

天亮之後相愛 / 煙波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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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9-5-

8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7  

天國記 / 林世慶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(說,故事 ; 92) .-- 

ISBN 978-626-7018-08-8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 863.57  

手槍女王 : 一個從業人員的真情告

白 / 涼圓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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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7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Sex ; 39) .-- ISBN 

978-986-06478-2-2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心滿意足 / 戴沙夫, 嘉安, 華希恩, 金

竟仔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

位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35-9 (平

裝) NT$360  

 863.57  

百耳袋 / 謝鑫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56-4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吉星如意 / 寄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084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52-4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在記憶的彼岸,等你 / 尾巴著 .-- 臺北

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589-0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男主角養成法則 / 陌櫻晴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7 .-- 272

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 81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6992-75-9 (平裝) 

NT$330  

 863.57  

我在這首歌的盡頭,等妳 / 東澤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7 .-- 

270 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 84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6992-85-8 

(平裝) NT$330  

 863.57  

我的地基主室友 / 終燦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7 .-- 250 面; 21

公分 .-- (要青春 ; 82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6992-74-2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63.57  

我的同學是魔王該怎麼辦!. 3, 神一

般的隊友從天而降! / 翼翎著 .-- 臺南

市 : 瑞風文創, 11008 .-- 2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6-0-5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7  

妖怪料亭 / 微混吃等死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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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06-183-8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184-5 (第 2

冊:平裝特裝版)  

 863.57  

希望你也在這裡 / 劉梓潔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

叢書 ; 第 4960 種)(劉梓潔作品集 ; 

7) .-- ISBN 978-957-33-3759-1 (平裝)  

 863.57  

你總會燦爛如昔 / 青茶無糖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7 .-- 220

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 83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6992-73-5 (平裝) 

NT$260  

 863.57  

阿牛的心 / 阿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

版  : 九 歌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生活 ; 

58) .-- ISBN 978-986-06511-7-1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7  

林中賊 / 陳偉民文 ; Hui 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故事

館 ; 24) .-- ISBN 978-986-449-240-4 

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妳是我女兒 / 默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墨文出版, 11006 .-- 29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0-0-3 (平裝) 

NT$250  

 863.57  

刺脊詭譚 / 班傑明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8 .-- 1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釀奇幻 ; 59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78-5 ( 平 裝 ) 

NT$240  

 863.57  

紅色降落傘 / 霍索夫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47-2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63.57  

飛簷走壁 / 藍色水銀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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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17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5-32-8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夏日戀情 / 秋陽作 .-- [宜蘭縣羅東

鎮] :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夜幕低

垂 ; 183) .-- ISBN 978-986-99792-6-9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神的祕密 : 革命之後 / 大漠倉鼠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7 .-- 

238 面; 21 公分 .-- (釀奇幻 ; 61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06-5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師尊,求您行行好 / 翼翎著 .-- [臺南

市] : 瑞風文創, 11008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90-9-1 (下

冊: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記憶拼圖 / 藍色水銀, 汶莎, 765334
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

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0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34-2 (平裝) 

NT$230  

 863.57  

訪客 / 托比寶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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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境外之

城 ; 122) .-- ISBN 978-986-06686-4-3 

(平裝) NT$330  

 863.57  

欲愛書 : 二十年版 / 蔣勳著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(聯合文叢 ; 680) .-- ISBN 978-986-

323-391-6 ( 平 裝 ) NT$350 .-- ISBN 

978-986-323-399-2 (精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國際走私謀殺案大追擊 : 魔鬼的伎

倆 / 鍾傑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玄古

學庫發展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4 面; 

21 公分 .-- (人與神之間的世界 ; 5) .-- 

ISBN 978-986-98061-5-2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 863.57  

無名驅鬼師 / 梁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

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愛

情 ; 74) .-- ISBN 978-986-5543-40-2 

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跑步的人 : 隱地短篇小說選 / 隱地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爾雅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(爾雅叢書 ; 683) .-- ISBN 978-957-

639-654-0 (平裝) NT$270  

 863.57  

善提經 : 鬼道品 / 言雨作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7 .-- 248 面; 21

公分 .-- (釀奇幻 ; 58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83-9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63.57  

喜歡是深深的愛 / 阿亞梅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鏡小說 ; 

46) .-- ISBN 978-986-5497-78-1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7  

嫁君改命 / 裘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085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51-7 

(平裝) NT$290  

 863.57  

傷風敗俗純愛史 / 李靡靡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08 .-- 304 面 ; 21 公分  .-- 

(Bloom series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

524-709-6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3.57  

煦煦月光 / La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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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(PO 小說 ; 58) .-- ISBN 978-986-

06540-1-1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裙襬搖搖 / YUKI 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一木工作室, 11007 .-- 224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32-7-1 (平

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說好的和離呢? / 田芝蔓著 .-- 初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藍 海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

列 ; E1073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

228-9 (平裝) NT$270  

 863.57  

嬌娘錢滿窩 / 蒔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070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23-4 

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7  

醉愛你 / 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 1482) .-- 

ISBN 978-986-335-682-0 ( 平 裝 ) 

NT$210  

 863.57  

默斑 : 妳與那未曾知曉的色彩 = The 

color we have never glimpsed / Martion

莫昕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莫昕工作

室, 11006 .-- 298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62-0-4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積極與消極 / 藍色水銀, 君靈鈴, 剛

田武, 思樂冰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5-36-6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57  

壓寨狼君 / 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 1480) .-

- ISBN 978-986-335-681-3 ( 平 裝 ) 

NT$210  

 863.57  

鴻福嬌婢 / 春野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068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17-3 

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7  

攝政王的掌中花 / 菲比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

版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

工作室發行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紅櫻桃 ; 1481) .-- ISBN 978-

986-335-683-7 (平裝) NT$220  

 863.57  

變法 = Reform / 上官鼎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- 

(作家作品集  ; CM00098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75-5 (平裝) NT$5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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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63.57  

花木蘭 / 徐希絜文.圖 .-- 初版 .-- 花

蓮縣吉安鄉 : 牧于森工作室, 11006 .-

- 40 面; 18X18 公分 .-- (牧于藝漫畫

繪本系列 ; 3) .-- ISBN 978-986-06787-

4-1 (精裝) NT$280  

 863.59  

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 : 金竹國小學

習成果輯. 109 學年度 / 林娜玲主

編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內門區金竹國

民小學, 11006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5-34-6 (平裝)  

 863.593  

一起來整形!? / 曾若怡作 ; 橘子繪 .-- 

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福 地 出 版 社 , 

11007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Fun 樂讀 ; 

13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085-

9-5 (平裝)  

 863.596  

七日的青鳥 / 林秀穗, 廖建宏作 ; 王

淑慧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四也文化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52 面; 21

公分 .-- (福爾摩沙冒險小說 ; 15) .-- 

ISBN 978-986-06539-2-2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63.596  

不偷懶小學. 1, 不摸魚老師 / 林哲璋

文 ; BO2 圖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11-3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不偷懶小學. 2, 不可能奇蹟 / 林哲璋

文 ; BO2 圖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12-0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不偷懶小學. 3, 不好找寶藏 / 林哲璋

文 ; BO2 圖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13-7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不偷懶小學. 4, 忍不住大師 / 林哲璋

文 ; BO2 圖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14-4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有事請留言 / 管家琪著 ; 劉婷繪圖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社, 

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管家琪

作品集.小說館 ; 3) .-- ISBN 978-986-

06242-8-1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96  

妙妙聯合國 / 周姚萍文 ; 楊麗玲圖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52 面; 21 公

分  .-- ( 我 自 己 讀 的 童 話 書  ; 

BNP034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566-79-1 (平裝)  

 863.596  

我的同學是一隻熊 / 張友漁文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少

年天下 ; 71) .-- ISBN 978-626-305-

034-1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96  

狐狸私塾開學了 / 鄭若珣文 ; 李憶婷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出版

社, 11007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161-654-4 (平裝) 

NT$220  

 863.596  

科學怪人 / 瑪麗.雪萊(Mary Shelley)

原著 ; 管家琪改寫 ; 樂本漾內文繪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; 

60) .-- ISBN 978-986-338-406-9 (平裝) 

NT$220  

 863.596  

偷空遊戲 = Time sneakers / 蘇善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少年, 11008 .-- 

250 面; 21 公分 .-- (少年文學 ; 58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99614-5-5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椅子會唱歌? / 管家琪著 ; 郭莉蓁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12 面; 21

公分 .-- (故事館 ; 73) .-- ISBN 978-

986-449-238-1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快樂念詩詞 / 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4-29-

4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30-0 (第 2 冊:平裝附光

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24-31-7 (第

3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32-4 (第 4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33-1 (第 5 冊:平裝

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24-34-8 

(第 6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 863.598  

大海去哪兒? / 湯瑞雯 Rabe 作 .-- 初

版 .-- [新北市] : 湯瑞雯, 11006 .-- 30

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16-8 (精裝) NT$350  

 863.599  

不一樣的你 = Pas comme les autres / 

史璦琍(Alizée Stalens)作.繪 .-- 初版 .-

- 新竹市  :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, 

11008 .-- 28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; 中

法對照  .-- ISBN 978-986-532-350-9 

(平裝)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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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32 面; 37X38 公分 .-- 

注音版  .-- ISBN 978-957-608-571-0 

(平裝) NT$195  

 863.599  

白鷺啊白鷺 = Bangau oh bangau / 嚴

永真作繪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新

竹生活美學館, 11008 .-- 28 面; 21 公

分 .-- 注音版; 中馬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532-351-6 (平裝)  

 863.599  

足久足久以前,有一个尪婆! / 吳易蓁

作 ; 錢君銜繪圖 ; 陳豐惠台文譯寫 .-

- 臺北市  : 夏和光影像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34 面; 21X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51-0-8 (平裝)  

 863.599  

害怕鞭炮的葉羅 / 姚念廣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少年, 11007 .-- 48

面; 19X19 公分 .-- (兒童.童話 ; 4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99614-6-2 

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99  

娘惹糕 = Kuih Nyonya / 駱秀娥作.

繪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新竹生活

美學館, 11008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- 注

音版; 中馬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2-

349-3 (平裝)  

 863.599  

kmeiru ku bi...我想要... / 明利國小附

設幼兒園全體師生及家長文 .圖 .-- 

花蓮縣萬榮鄉 : 花蓮縣萬榮鄉明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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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小學, 11007 .-- 36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9-51-5 (精裝)  

 863.859  

Ma'iyakay ci Moli = 貪吃的姆力 = The 

greedy Moli / Ngangis Kimsoy(孫志國)

故事原創 ; Usay(江淑齡)繪圖 .-- 初

版  .-- 花 蓮 市  : 你 說 說 工 作 室 , 

11008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阿美

語對照  .-- ISBN 978-986-99692-1-5 

(精裝) NT$450  

 863.859  

芋守 / 麥翔恩, 胡翔恩, 柯媛芯, 顏雅

惠, 陸昊均, 馮芯寧, 黃瑄文.圖 .-- 初

版 .-- 屏東縣瑪家鄉 : 屏東縣立瑪家

國民中學, 11006 .-- 37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10-8 (精裝) 

NT$250  

 863.859  

臺中公園的文學書寫 : 臺中一中人

暨第十八屆語資班作品研究 / 陳光

瑩著 .-- 臺中市 : 陳光瑩, 11006 .-- 

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8998-8 (平裝) NT$380  

1.臺灣文學史 2.地方文學 3.臺中市  

863.9/115  

在地全球化的新視域 : 屏東文學國

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0 第七屆 / 

林秀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

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

面; 23 公分 .-- (學術論文集叢書 ; 

1500018) .-- ISBN 978-986-478-481-3 

(平裝) NT$500  

1.臺灣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集  

863.9/135  

西洋文學 

伊索寓言的智慧 / 伊索著 ; 劉怡君改

寫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寓

言堂 ; 1) .-- 中英對照新裝版 .-- ISBN 

978-986-178-553-0 (平裝) NT$139  

 871.36  

虎皮魔毯 / 瓊.海格(Joan Haig)作 ; 林

靜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84

面; 21 公分 .-- (小魯大獎小說) .-- 

ISBN 978-986-5566-76-0 (平裝)  

 873.57  

看不見的圖書館. 6 : 梅杜莎之筏 / 珍

娜薇.考格曼(Genevieve Cogman)著 ; 

聞若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84-9 (平裝) 

NT$360  

 873.57  

哈利波特. 6, 混血王子的背叛 / J.K.

羅琳著 ; 林靜華, 張定綺, 彭倩文, 趙

丕慧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720 面; 21

公 分  .-- ( 皇 冠 叢 書  ; 第 4907

種)(Choice ; 339) .-- 繁體中文版 20

週年紀念 .-- ISBN 978-957-33-3754-6 

(平裝)  

 873.57  

貓 與 城 市  / 尼 克 . 布 萊 德 利 (Nick 

Bradley)著 ; 歸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7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38-0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 873.57  

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. 1, 預視力量 / 
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.霍爾

(Dieter Hörl)繪 ; 高子梅譯 .-- 二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13) .-- 

ISBN 978-626-7009-22-2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73.59  

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. 2, 洶湧暗河 / 
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.霍爾

(Dieter Hörl)繪 ; 陳順龍譯 .-- 二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14) .-- 

ISBN 978-626-7009-23-9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73.59  

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. 3, 驅逐之戰 / 
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.霍爾

(Dieter Hörl)繪 ; 高子梅譯 .-- 二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15) .-- 

暢銷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7009-

24-6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  

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. 4, 天蝕遮月 / 
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.霍爾

(Dieter Hörl)繪 ; 鐘岸真譯 .-- 二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16) .-- 

暢銷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7009-

25-3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  

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. 5, 暗夜長影 / 
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.霍爾

(Dieter Hörl)繪 ; 韓宜辰譯 .-- 二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17) .-- 

暢銷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7009-

26-0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  

北極熊探險隊. 2, 女巫山 / 艾莉克斯.

貝爾(Alex Bell)作 ; 托米斯拉夫.托米

奇(Tomislav Tomić)繪圖 ; 柯清心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 , 11007 .-- 

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84-25-1 (平裝) NT$380  

 873.596  

北極熊探險隊. 3, 黑暗冰橋 / 艾莉克

斯.貝爾(Alex Bell)作 ; 托米斯拉夫.托

米奇(Tomislav Tomić)繪圖 ; 柯清心
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, 11008 .-- 

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84-26-8 (平裝) NT$380  

 873.596  

吉普希和薑紅的午夜奇譚 / 艾莉娜.

法瓊文 ; 查爾斯.布洛克圖 ; 李珞玟

譯 .-- [新北市]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27-437-6 ( 平 裝 ) 

NT$230  

 873.596  

辛土瑞拉大進擊 : 不存在之國的歷

險 / 艾莉娜.法瓊(Eleanor Farjeon)文 ; 

李珞玟譯 .-- [新北市] : 韋伯文化國

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38-3 (平

裝) NT$300  

 873.596  

海島男孩 / 潔若婷.麥考琳(Geraldine 

McCaughrean)著  ; 蘇雅薇譯 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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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故事館 ; 85) .-- ISBN 978-

626-7000-05-2 (平裝) NT$340  

 873.596  

救命英雄 : 12 位緊急救援工作者的

一天 / 埃里爾.納許(Eryl Nash)文 ; 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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娜.艾爾貝洛(Ana Albero)圖 ; 王姿云

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

32 面; 28 公分 .-- (知識滴 ; 30) .-- 

ISBN 978-957-9529-93-8 ( 精 裝 ) 

NT$380  

 873.596  

偷偷看一下 : 有趣的夜晚 / 安娜.米

爾布倫(Anna Milbourne)文 ; 席夢娜.

迪米特利 (Simona Dimitri)圖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03-907-6 (精裝)  

 873.596  

偷偷看一下 : 熱鬧的花園 / 安娜.米

爾布倫(Anna Milbourne)文 ; 席夢娜.

迪米特利 (Simona Dimitri)圖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03-908-3 (精裝)  

 873.596  

堤德勒的倫敦大冒險 / 艾莉娜.法瓊

(Eleanor Farjeon)文 ; 李珞玟譯 .-- 新

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27-439-0 (平裝) NT$230  

 873.596  

* 墓 園 女 孩  / 麗 莎 . 湯 普 森 (Lisa 

Thompson)著 ; 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487-59-6 (平裝)  

 873.596  

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. 6, 拂曉之光 / 
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,霍爾

(Dieter Hörl)繪 ; 鐘岸真譯 .-- 二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18) .-- 

暢銷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7009-

27-7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6  

糟糕壞小孩 : 氣嘟嘟 / 大衛.威廉

(David Walliams)作 ; 東尼.羅斯(Tony 

Ross)繪 ; 郭庭瑄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0 面; 20

公分 .-- (蘋果文庫 ; 136) .-- ISBN 

978-626-7009-33-8 (平裝) NT$350  

 873.596  

糟糕壞小孩 : 髒兮兮 / 大衛.威廉

(David Walliams)作 ; 東尼.羅斯(Tony 

Ross)繪 ; 郭庭瑄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0 面; 20

公分 .-- (蘋果文庫 ; 135) .-- ISBN 

978-626-7009-32-1 (平裝) NT$350  

 873.596  

小貓頭鷹的洗澡時間 / 黛比.格里奧

里 (Debi Gliori) 著  ; 艾 莉 森 . 布 朗

(Alison Brown)繪 ; 張耘榕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32 面; 27X25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2-940-5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 873.599  

那 是我 的 ! / 安娜斯卡 .艾勒帕茲

(Anuska Allepuz)文.圖 ; 黃筱茵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

注音版  .-- ISBN 978-957-32-9198-5 

(精裝) NT$300  

 873.599  

我想要親親 ; 我想要抱抱 / 珊曼.海

伊(Sam Hay)文  ; 艾瑪 .達德(Emma 

Dodd)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2 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440-401-8 (精裝)  

 873.599  

綠 上 加 綠  / 黛 安 娜 . 懷 特 (Dianne 

White)文 ; 費希塔.莎拉(Felicita Sala)

圖 ; 游珮芸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米奇巴克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8 面; 

29 公分 .-- (繪本小宇宙 ; 12)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51-0-1 (精裝) 

NT$320  

 873.599  

熊會在森林裡便便嗎? / 強尼.雷頓

(Jonny Leighton)文 ; 麥克.拜恩(Mike 

Byrne)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40 面; 

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06417-4-5 (精裝) NT$300  

 873.599  

龍麻煩的地方 / 黛比.葛莉歐利(Debi 

Gliori)文.圖 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

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2 面; 

25X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6417-8-3 (精裝) NT$300  

 873.599  

故意遺失 / 卡蓮.賀德(Karen Head)著 ; 

李魁賢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
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2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語 言 文 學 類  ; 

PG2609)(名流詩叢 ; 41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25-0 ( 平 裝 ) 

NT$270  

 874.51  

薇奧菈在草地上嬉戲  / 拉娜 .德芮

(Lana Del Rey)作 ; 陳湘陽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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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8-974-7 (精裝)  

 874.51  

太陽神試煉 : 混血新兵事件簿 / 雷克.

萊爾頓(Rick Riordan)著 ; 王心瑩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16-6 (精裝) 

NT$320  

 874.57  

巴黎圖書館 / 珍娜.史嘉琳.查爾斯

(Janet Skeslien Charles)著  ; 楊沐希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

- (皇冠叢書 ; 第 4954 種)(Choice ; 

345) .-- ISBN 978-957-33-3749-2 (平裝)  

 874.57  

那年雪深幾呎 / 布萊恩.弗里曼作 ; 

甘鎮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 城 邦 分 公 司 尖 端 出 版 發 行 , 
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8-973-0 (平裝)  

 874.57  

邪惡紳士 / 吉恩.海爾(Ginn Hale)作 ; 

葉旻蓁翻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留守

番工作室出版 : 寸田文化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06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877-3-8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 874.57  

克蘇魯神話. III, 噩夢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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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56 面; 21



84 

 

公分 .-- (幻想藏書閣 ; 118) .-- ISBN 

978-986-06686-8-1 (精裝) NT$499  

 874.57  

食罪者 / 梅根.坎皮希(Megan Campisi)

著 ; 羅慕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

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

灣分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(TN ; 283) .-- ISBN 978-986-506-168-

5 (平裝)  

 874.57  

黑色魔咒. 6, 古怪三姊妹:獵巫之戰 / 

瑟琳娜 .瓦倫蒂諾 (Serena Valentino)

作 ; 黃懷慶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

公分 .-- (迪士尼小說系列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04-0 (平裝) NT$360  

 874.57  

最後的太空人 / David Wellington 著 ; 

葉旻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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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

384 面; 21 公分 .-- (H+W 作品集 ; 

17) .-- ISBN 978-986-5580-75-9 (平裝) 

NT$420  

 874.57  

傳 奇 之 人  / 肯尼 斯 . 強 森 (Kenneth 

Johnson)著 ; 彭臨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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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

(Best 嚴選 ; 132) .-- ISBN 978-986-

06686-5-0 (平裝) NT$480  

 874.57  

樹冠上 / 理察.鮑爾斯(Richard Powers)

著 ; 施清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620 面; 23 公分 .-- (大師名

作坊 ; 179) .-- ISBN 978-957-13-9126-

7 (平裝) NT$620  

 874.57  

離家之路 : 逃離北韓的那年 / 李珠麗

作 ; 傅雅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9

面; 21 公分 .-- (青青) .-- ISBN 978-

957-14-7228-7 (平裝)  

 874.57  

轉機 : 勒瑰恩 15 篇跨次元旅行記 / 

娥蘇拉.勒瑰恩(Ursula K. Le Guin)作 ; 

嚴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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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08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繆思系列 ; 36) .-- 

ISBN 978-986-359-997-5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74.57  

巨人皇后的祕密 : 通往自由的明日

之地 / 潘.慕諾茲.里安(Pam Muñoz 

Ryan)作 ; 蘇瑩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青春悅

讀) .-- ISBN 978-986-338-409-0 (平裝) 

NT$260  

 874.59  

天才少女福爾摩斯. 5, 神祕的襯裙 /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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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4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13-2 (平

裝) NT$320  

 874.596  

我是榮利. 3, 榮利的棒呆鬼故事 / 傑

夫.肯尼(Jeff Kinney)著 ; 陳信宏譯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20-5 (平

裝) NT$380  

 874.596  

和我玩好嗎? / 瑪麗.荷.艾斯(Marie 

Hall Ets)文.圖 ; 林真美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大手

牽小手) .-- ISBN 978-957-32-9197-8 

(精裝) NT$280  

 874.596  

時尚小老鼠克拉麗絲 : 失竊的珠寶 / 

Megan Hess 作 ; 穆允宜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(童夢

館) .-- ISBN 978-986-0725-35-3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時尚小老鼠克拉麗絲 : 海岸假期驚

魂 / Megan Hess 作 ; 穆允宜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

(童夢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0725-37-7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時尚小老鼠克拉麗絲 : 時裝秀危機 / 

Megan Hess 作 ; 穆允宜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(童夢

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

36-0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時尚小老鼠克拉麗絲 : 夢想成真 / 

Megan Hess 作 ; 穆允宜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(童夢

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

38-4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彩虹小馬. 10, 宇宙公主粉墨登場 / 

路易絲 .亞歷山大(Louise Alexander)

作 ; 朱崇旻翻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

11008 .-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8-946-4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彩虹小馬. 9, 歡迎來到彩虹瀑布市 / 

奧麗薇亞.倫敦(Olivia London)作 ; 朱

崇旻翻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 城 邦 分 公 司 尖 端 出 版 發 行 , 

11007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8-903-7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瑞希不喜歡親親 / 凱蒂.豪斯(Katey 

Howes)文 ; 傑絲.恩格爾(Jess Engle)

圖 ; 吳羽涵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

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 面; 

25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57-521-490-6 (精裝) NT$350  

 874.596  

壓一壓、澆澆水,魔法種子! / 克莉絲

蒂.麥瑟森(Christie Matheson)文.圖 ; 

李紫蓉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
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48 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525-222-9 (精裝) 

NT$350  

 874.596  

魔法童話. 5, 終極武器 / 克里斯.柯爾

弗(Chris Colfer)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
冊 .-- (PLUS 讀本 ; 16-17) .-- ISBN 

978-957-521-494-4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420  

 874.59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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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動物要上學 / 安.懷特福德.保羅

文 ; 大衛.沃克圖 ; 汪仁雅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6

面 ; 24X24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5593-62-9 (精裝) NT$320  

 874.599  

我做得到!小建築師伊基 / 安德麗雅.

碧蒂(Andrea Beaty)文 ; 大衛.羅伯茲

(David Roberts)圖 ; 林良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04-5 (精裝) 

NT$360  

 874.599  

放下你的笨手機! / 史蒂芬.梅茨格

(Steve Metzger) 文  ; 吉兒 .杜賓 (Jill 

Dubin)圖 ; 黃婷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3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70-33-0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愛麗絲想長大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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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2 面; 20X2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17-94-6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敲一敲、搖一搖,魔法樹! / 克莉絲蒂.

麥瑟森(Christie Matheson)文.圖 ; 李紫

蓉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8

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21-2 (精裝) NT$350  

 874.599  

熊熊長大了 : 我會和別人一起玩 / 崔

西.寇德羅伊(Tracey Corderoy)作 ; 卡

洛琳.佩德勒(Caroline Pedler)繪 ; 華韻

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宇宙文化

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08 .-- 24 面; 27X27 公分 .-- 

注音版  .-- ISBN 978-986-06417-6-9 

(精裝)  

 874.599  

邁爾斯.摩拉斯的蜘蛛人新宇宙 / 法

蘭克.貝里奧斯(Frank Berrios)作 ; 沙

恩.克萊斯特(Shane Clester)繪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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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2 面; 25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972-3 (精

裝)  

 874.599  

深耕小箋. 4 / 許萬常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39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8-13-2 (平裝) NT$400  

 874.6  

浮士德 / 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 

Goethe)著 ; 錢春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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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8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4-92-8 (平裝) NT$550  

 875.55  

說出來沒關係 / 布莉吉特.安德列絲

(Brigitte Endres)文 ; 安娜.卡麗娜.比

肯斯多克(Anna Karina Birkenstock)繪 ; 

楊婷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18-9 

(精裝) NT$320  

 875.599  

正義者 / 卡繆(Albert Camus)著 ; 嚴慧

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76 面; 20

公分 .-- (to ; 125)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10-9 (平裝) NT$250  

 876.55  

46 號樓的囚徒 / 喬安娜.古斯塔夫森

(Johana Gustawsson)作 ; 林琬淳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20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Mystery world ; 

MY0018) .-- ISBN 978-986-0767-14-8 

(平裝) NT$380  

 876.57  

瘟疫 / 卡繆(Albert Camus)著 ; 嚴慧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44 面; 20

公分 .-- (to ; 124)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09-3 (平裝) NT$350  

 876.57  

黃 雨  / 胡 利 歐 . 亞 馬 薩 雷 斯 (Julio 

Llamazares)作 ; 葉淑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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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92 面; 19

公分 .-- (Echo ; MO0040X)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10-0 (平裝) NT$340  

 878.57  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
洲、大洋洲文學 

你的家裡有哪些人? / 夏樂.貝利埃

(Charlotte Bellière)文 ; 伊恩.德挨伊

(Ian De Haes)圖 ; 張家葳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0-34-7 (精裝)  

 881.7599  

第二把劍 : 五月故事 / 彼得.漢德克

(Peter Handke)著 ; 劉于怡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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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16 面; 18 公

分 .-- (木馬文學 ; 154) .-- ISBN 978-

986-359-994-4 (精裝) NT$380  

 882.257  

風之電話亭 / 希瑟.史密斯作 ; 瑞秋.

和田繪畫 ; 游珮芸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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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4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18-3 (精裝) 

NT$350  

 885.3596  

752 隻兔子 / 弗杭索瓦.布雷(François 

Blais) 文  ; 薇 樂 希 . 柏 瓦 凡 (Valérie 

Boivin)圖 ; 尉遲秀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44 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305-033-4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 885.3599  

英雄曲 / 里卡多.盧比奧著 ; 李魁賢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30 面; 21

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G2608)(名流

詩叢 ; 3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326-926-7 (平裝) NT$200  

 885.7251  

新聞學 

網路時代的新聞自由探尋之路 / 劉

靜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511-561-6 ( 平 裝 ) 

NT$4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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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聞自由 2.文集  891.107  

大笑三聲 : 無所得之得 / 盧勝彥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般

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008 .-- 28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47-6 (平

裝) NT$260  

1.社論 2.時事評論  893.8  

新聞詞彙,你用對了嗎? / 妙熙法師, 

劉延青, 覺涵法師, 妙傑法師, 李甄彥, 

蕭涵友編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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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5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811-8-

1 (平裝) NT$320  

1.新聞寫作  895.4  

愛的里程 : 于斌樞機抗戰時期剪報

集 / 克思明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輔仁大學出版社, 11008 .-- 187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9-27-6 (精

裝)  

1.于斌 2.剪輯資料  895.79  

藝術類 

總論 

極 限 的 力 量  / 喬 治 . 竇 奇 (György 

Doczi)著 ; 林志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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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7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(藝術叢

書  ; F12030) .-- ISBN 978-986-235-

992-1 (平裝) NT$580  

1.藝術哲學  901.1  

全國美術展. 110 年 = 2021 National 

art exhibition, R.O.C. / 黃舒屏主編 .-- 

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007 .-- 

28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352-3 (平裝) NT$7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沐藝.慕意 :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. 

2020-2021 = Immerse & indulge : the 

2020-2021 yearbook of Art 

Center,CYCU / 陳敏慧主編 .-- 初版 .-

- 桃 園 市  : 中 原 大 學 藝 術 中 心 , 

11007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796-75-4 (平裝) NT$8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初生 / 陳欣琪作 .-- 新北市 : 陳欣琪, 

11006 .-- 9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30-4 (精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津彩展藝 : 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民

小學美術藝才班畫冊. 2021 / 臺南市

鹽水區月津國民小學美術藝才班

作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

民小學, 11007 .-- 84 面; 25X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87-23-2 (精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很難懂 / 國立新

竹女子高級中學第 31 屆美術班全體

師生作 .-- 新竹市 : 國立新竹女子高

級中學, 11007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1-37-0 (平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臺北市國語實小美術創作研究社作

品集. 第十二輯 / 王怡婷編輯 .-- 臺

北市  :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, 

11006 .-- 8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2-09-8 (平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美術班

學生作品專輯. 33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

澎 湖 縣 馬 公 市 中 正 國 民 小 學 , 

11006 .-- 11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7-64-1 (平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創作實務研究 / 鄧宗聖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11-223-1 (平裝) NT$400  

1.藝術教育 2.創造力  903  

災 難 的 靈 視  = Co/Inspiration in 

Catastrophes / 駱麗真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

基金會臺北當代藝術館出版 : 財團

法 人 臺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發 行 , 

11006 .-- 204 面; 24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98966-9-6 (平裝) 

NT$700  

1.藝術展覽 2.現代藝術 3.作品集  

906.6  

所在 : 境與物的前衛藝術 1980-2021 

= Places of being : space and materiality 

in Taiwan’s avant-garde art,1980-2021 

/ 蔣伯欣, 許遠達撰文 .-- 臺中市 : 國

立臺灣美術館, 11008 .-- 196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48-6 (平

裝) NT$700  

1.前衛藝術 2.藝術展覽  906.6  

歷史 當代 = Chrono contemporary / 駱

麗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當代藝

術館出版 :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

金會發行, 11007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

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6763-0-

3 (平裝) NT$700  

1.台北當代藝術館  906.8  

文學家與藝術家的邂逅 / 謝鴻文, 林

央敏, 張捷明, 向鴻全, 古蒙仁, 羅貴

月, 莊華堂, 陳謙撰文 .-- 初版 .-- 桃

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 11006 .-- 

78 面; 30 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

ISBN 978-986-5463-95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藝術家 2.訪談 3.臺灣  909.933  

刻畫印象 : 客籍藝術家 邱忠均研究

專集 = A collection of Hakka artist 

Chiou Gong-jiun's art and research of 

woodcut printing and painting / 蔡佑鑫

編輯執行 .-- 第一版 .-- 苗栗縣銅鑼

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 

11008 .-- 224 面; 28X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34-38-0 (平裝) NT$800 .-- 

ISBN 978-986-5434-39-7 ( 精 裝 ) 

NT$1200  

1.邱忠均 2.學術思想 3.藝術評論 4.

作品集  909.933  

刻劃部落人生 : 原住民木雕家的藝

遊 之 路  = The stories of Taiwan's 

indigenous wood carving artists / 江旻

哲, 官佳岫, 黃宜湘, 黃翊誠作 .-- 臺

東市 : 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

出版 : 國立臺東大學發行, 11006 .-- 

53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465-8-0 (平裝)  

1.木雕 2.藝術家 3.臺灣原住民族  

909.933  

音樂 

詩與思的追尋 : 音樂創作之理念報

告 2013-2020 / 羅珮尹撰文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歐普思音樂藝術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7479-5-1 (平裝) NT$350  

1.音樂 2.音樂創作 3.樂評  910  

*三首國民樂派經典作品 / 鄭立彬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

華岡出版部, 11006 .-- 444 面; 30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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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89-7 (平裝) 

NT$350  

1.國民樂派 2.樂曲分析  910.904  

*30 天速成現代樂理 = How to read 

music in 30 days / Matthew Ellul, 讚美

之泉團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讚美

之 泉 視 聽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317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123-8-1 (平裝)  

1.樂理  911.1  

歌聲滿人間 / 徐政夫作 ; 曾英翔繪

圖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龍文創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570-2-0 (平

裝) NT$400  

1.歌曲  913.081  

大手牽小手齊步一起走! : 說說又唱

唱 / 鄧立平作 .-- 第四版 .-- [新北市] : 

元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0

面; 26 公分 .-- (Baby's adventure) .-- 

ISBN 978-986-252-620-0 (平裝)  

1.兒歌 2.童謠  913.8  

*音樂瞬間 : 姜宜君中提琴獨奏會展

演詮釋報告. 2019 / 姜宜君著 .-- 初

版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睿煜出版社, 

11006 .-- 1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159-50-3 (平裝) NT$500  

1.中提琴 2.樂曲分析  916.202  

*劉天華二胡藝術的演奏與探討 : 以

「陳家崑二胡演奏會-向二胡大師劉

天華致敬」為例 / 陳家崑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

版部, 11006 .-- 15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96-390-3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胡琴 2.樂曲分析 3.樂評  919.21  

*貳零貳壹傳統箏樂論壇論文集 / 樊

慰慈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

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, 11006 .-- 1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91-

0 (平裝) NT$300  

1.箏 2.文集  919.3207  

建築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

作 品 集 . 2020-2021 = Taipei Tech 

Architecture thesis review. 2020-2021 / 

林靜娟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

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, 11006 .-- 304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13-7-

2 (精裝) NT$550  

1.建築美術設計 2.作品集  920.25  

孤獨島嶼 : 順從之島 = Monologue of 

isle : non-self-will island / 顏瑞霈著 .-- 

初版 .-- 桃園市 : 陳英峯出版 : 陳英

峯建築研究室發行, 11007 .-- 92 面; 

14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33-

5 (平裝) NT$100  

1.建築美術設計 2.空間設計  921  

孤 獨 島 嶼  : 意 識 邊 界 之 島  = 

Monologue of isle : conscious frontier 

island / 張卉茹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

陳英峯出版 : 陳英峯建築研究室發

行, 11007 .-- 92 面; 14X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35-9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1.建築美術設計 2.空間設計  921  

孤獨島嶼 : 樂透之島 = Monologue of 

isle : sweepstakes island / 李怡均著 .-- 

初版 .-- 桃園市 : 陳英峯出版 : 陳英

峯建築研究室發行, 11007 .-- 92 面; 

14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34-

2 (平裝) NT$100  

1.建築美術設計 2.空間設計  921  

孤獨島嶼 : 關係之島 = Monologue of 

isle : relations island / 陳朝洋著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陳英峯出版 : 陳英峯

建築研究室發行 , 11007 .-- 92 面 ; 

14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48-

9 (平裝) NT$100  

1.建築美術設計 2.空間設計  921  

東京名建築魅力巡禮 / 甲斐みのり

著 ; 陳妍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

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61-

9 (平裝) NT$320  

1.建築藝術 2.餐廳 3.日本東京都  

923.31  

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. 第九屆 = 

Taichung Urban Design Awards / 黃文

彬, 王虹凌主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

政府, 11006 .-- 184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1-03-5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都市建築 2.建築美術設計 3.空間

設計 4.臺中市  923.33/115  

雕塑 

水的品味 : 黎志文雕塑主題特展 = 

The Character of water : solo exhibition 

of Lai Chi Man / 花蓮縣文化局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文化局, 

11008 .-- 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9-48-5 (平裝) NT$600  

1.雕塑 2.作品集  930  

往來媒材之間 : 許禮憲與他的藝術

作品 = Artists playing around media : 

Syu Li-Sian, the man and his work / 花

蓮縣文化局編著 .-- 一版 .-- 花蓮市 : 

花 蓮 縣 文化 局 , 11007 .-- 132 面 ; 
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9-49-

2 (精裝) NT$500  

1.雕塑 2.作品集 3.文集  930  

四十如如 四時如常 : 楊元太個展 = 

As ordinary as it is : Yang Yuan-Tai 

solo exhibition / 楊元太作 .-- 初版 .-- 

嘉義縣太保市 :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, 

11006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4-78-7 (平裝)  

1.雕塑 2.作品集  930.8  

聚奮 : 戊戌-辛丑印課集. 2021 = The 

monthly handwork of seal carving / 李

螢儒, 柯詩安, 杜三鑫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行藏齋, 11009 .-- 8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320-5-3 (平

裝) NT$500  

1.印譜 2.篆刻  931.7  

佛像雕刻指南 / 關侊雲, 紺野侊慶作 ; 

黃筱涵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7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08-

2 (平裝) NT$380  

1.佛像 2.雕刻  932.2  

王仕吉木雕 / 王仕吉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老神堂, 11007 .-- 90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8-0-9 (精裝) 

NT$1200  

1.木雕 2.作品集  933  

粧佛神韻巧藝 : 台江清滔巖鎮殿祖

師雕作 / 柯錦中創作 .-- 彰化縣埔心

鄉 : 聖興西佛國, 11007 .-- 11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58-8 (精

裝) NT$1500  

1.柯錦中 2.木雕 3.佛像 4.自傳 5.臺灣  

933  

彭鴻欽玉石收藏特展專集 / 彭鴻欽

作  .--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 : 彭 鴻 欽 , 

11008 .-- 120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46-5 (精裝) NT$10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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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玉雕 2.作品集  936.1  

書畫 

一日一頁,遇見 365 幅世界名畫的美

麗通識課 / 金榮淑著 ; 游芯歆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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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84 面; 23

公分 .-- (映像紀實 ; 32) .-- ISBN 978-

626-7012-07-9 (平裝) NT$700  

1.畫家 2.傳記 3.畫論  940.99  

從 0 開始圖解梵谷 : 以圖解的方式

解讀後印象派大師「梵谷」燃燒的

靈魂 / 陳彬彬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

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

23 公分 .-- (Guide book ; 214) .-- ISBN 

978-626-7009-29-1 (平裝) NT$350  

1.梵谷(Van Gogh, Vincent, 1853-1890) 

2.畫家 3.傳記 4.畫論 5.荷蘭  

940.99472  

依德法師七十書畫展 / 釋依德著 .-- 

臺北市 :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, 11007 .-

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6998-2-2 (精裝) NT$100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5  

傅狷夫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. 2021 = 

Exploring a new technique of brush 

texture : Fu Chuan Fu Painting and 

Calligraphy Society Member Exhibition 

in 2021 / 林錦濤主編 .-- [臺北市] : 傅

狷夫書畫學會, 11007 .-- 13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192-3-3 (平

裝) NT$60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會員聯展專輯. 

2021 = Taiwan-China calligraphy and 

painting society member exhibition. 

2021 / 袁之靜, 賴素霞主編 .-- 臺中

市 :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, 11007 .-- 

96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6168-4-4 (平裝)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如何看懂書法 / 侯吉諒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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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4-006-6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書法 2.書法美學  942  

吳肇勳書法集. 五 / 吳肇勳作 .-- 彰

化縣鹿港鎮 : 吳肇勳, 11007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03-8 

(平裝) NT$6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書藝之美 / 何家鏞作 .-- 高雄市 : 財

團法人高雄市小金剛文教基金會出

版  : 立法委員許智傑辦公室發行 , 

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84-0-6 (精裝)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涵靜老人墨寶集 / 黃敏警撰稿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帝教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26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616-58-5 (第 1 冊:精裝)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筆硯消閑 : 夏士清書法集 / 夏士清

[作] .-- 高雄市 : 夏士清, 11007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70-

0 (平裝) NT$6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法自然 : 李慧倩水墨創作展 = Nature 

shows the way : ink wash painting solo 

exhibition by Lee Hui-Chien / 李慧倩

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

蘆墩文化中心, 11007 .-- 76 面; 25X26

公分 .-- (藝術薪火相傳:臺中市美術

家接力展. 第 11 屆) .-- ISBN 978-626-

7001-01-1 (平裝) NT$35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就是愛現 : 姚芳現代水墨創作專輯 = 

Love to show off : contemporary ink 

paintings of Yao Fang / 姚淑芳作 .-- 

桃園市 : 姚淑芳, 11009 .-- 8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47-2 (平

裝) NT$10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墨技的發現 : 描繪水 / 日貿出版社編

著 ; 邱顯惠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

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(水墨畫多人創作系

列) .-- ISBN 978-957-9559-99-7 (平裝) 

NT$450  

1.山墨畫 2.繪畫技法  945.6  

臻美聖境 : 詹前裕膠彩藝術 = The 

sacred realm of immaculate beauty : 

Chan Chien-Yu's gouache painting / 詹

前裕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

局葫蘆墩文化中心, 11007 .-- 2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06-6 

(精裝)  

1.膠彩畫 2.畫冊  945.6  

觀想憶動 : 林玉蘭 80 回顧展 / 林玉

蘭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

局, 11007 .-- 64 面; 30X21 公分 .-- (彰

化縣美術家接力展 ; 第 106 輯) .-- 

ISBN 978-986-5473-09-9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萬象心遊 : 張碧寅七十彩墨展 / 張碧

寅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立美

術館, 11006 .-- 120 面; 16X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24-77-0 ( 精 裝 ) 

NT$12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36  

像藝術家一樣思考  / 貝蒂.愛德華

(Betty Edwards) ; 杜蘊慧, 張索娃譯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20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05-9 (平

裝) NT$460  

1.繪畫技法 2.創意  947  

藝論. 2021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

學系研究所 西畫組-藝術論壇 = Art 

forum. 2021 /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

學系研究生學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, 11006 .-- 24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59-6 (平

裝)  

1.西洋畫 2.文集  947.07  

日野日出志恐怖劇場 / 寺井廣樹著 ; 

沈俊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7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06-

1 (平裝) NT$600  

1.漫畫 2.作品集  947.41  

百鬼夜行誌. 怪談卷 / 阿慢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4 面; 21 公

分 .-- (FUN 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205-9 (平裝) NT$280  

1.漫畫  947.41  

屁屁偵探動畫漫畫. 3, 噗噗充滿陷阱

的叢林 / Troll 原作 ; 張東君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194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漫畫  947.41  

琥珀色的空想汽譚 / 黒イ森著 ; 陳姵

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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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33-4 (平裝)  

1.漫畫  947.41  

Q 版卡通畫 簡單易學 / 姜利和著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34-5-8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フカヒレ畫集 Ephemeral / フカヒレ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更生文化設計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441-2-8 ( 平 裝 ) 

NT$700  

1.插畫 2.畫冊  947.45  

カモ老師的簡筆插畫大百科 / カモ

作 ; 甘為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
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9 .-- 223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02-1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用無輪廓線技法畫出可愛的童趣世

界 : 日本人氣繪師的壓箱祕訣大公

開! / ヒョーゴノスケ著 ; 黃嫣容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4-790-7 (平裝)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走光注意!內衣露出心機畫法 / うめ

丸, ぶんぼん, 218 作 ; 蘇聖翔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01-507-8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從日常開始的簡單插畫 Book. 日常

萬物篇 / 羅伯特.藍伯利作 ; 邱佳皇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
版社, 11008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7-700-7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從日常開始的簡單插畫 Book. 可愛

動物篇 / 羅伯特.藍伯利作 ; 邱佳皇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
版社, 11008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7-701-4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插畫 2.動物畫 3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動漫人物線稿資料集 / 西東社編輯

部作 ; 黃筱涵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9 .-- 223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04-5 

(平裝) NT$420  

1.插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動漫泳裝美少女繪製技法 / 勝山俊

光作 ; 洪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
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9 .-- 143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03-8 (平

裝) NT$38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超簡單手繪塗鴉看了就學會 / 朴秀

美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
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603-

5 (平裝) NT$35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比賽作品

集. 2021 第十一屆 : 小水滴大冒險 = 

2021 11th Climate change painting 

competition : the wonders of water / 楊

子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 人 台 灣 永 續 能 源 研 究 基 金 會 , 

11006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832-7-5 (平裝) NT$550  

1.西洋畫 2.兒童畫 3.畫冊  947.5  

探尋生命詩篇  : 黃步青創作展  = 

Searching for life's poerty : works by 

Hwang Buh-Ching / 台灣創價學會文

化總局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

價文教基金會, 11008 .-- 72 面; 25X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66-79-7 (平

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悠遊臺江樂迎神 : 台南市悠遊畫會

會員作品集 / 王俊夫主編 .-- 臺南市 : 

臺南市悠遊畫會, 11008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5801-3-8 (精

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絢 爛 再 起  : 劍 敏 彩 繪 之 路  = A 

glorious comeback : Jennifer's journey 

to painting / 張劍敏作 .-- 新北市 : 張

劍敏, 11006 .-- 60 面; 25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8984-1 (平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解析林書楷 = Interpret Shu-Kai Lin / 

高森信男, 角奈緒子, 陳湘汶, 林書楷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德鴻畫廊, 

11007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4675-4-5 (精裝) NT$800  

1.複合媒材繪畫 2.裝置藝術 3.作品

集 4.文集  947.5  

滴水成涓 : 郭明福 70 回顧專輯 = 

Drops of water to become a river : Kuo 

Ming-Fu reprospective album / 郭喆超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

政府文化局, 11006 .-- 118 面; 26X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98-4 (精

裝) NT$60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鉛筆寫生 素描主題範例全書 / 野村

重存著 ; 林芷柔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

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

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65-0-1 (平裝) NT$400  

1.鉛筆畫 2.素描 3.繪畫技法  948.2  

2021 世紀揚藝-名家與資深藝術家邀

請展 ; 2021 台灣新藝象-全國藝術團

體理事長邀請展  = Brimming Art-

Famous and Senior Artists Invited 

Exhibition ; New Vision in Taiwan-

Chairmen of National Fine Arts 

Associations Invited Exhibition / 羅瑋

君, 許國寬, 蔡榮鏜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

會, 11008 .-- 108 面; 25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84496-5-7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失 序 . 思 緒  : 柯 適 中 作 品 集  = 

Disorder.Thoughts : Ko,Shih-Chung 

solo exhibition / 柯適中作 .-- 臺中市 : 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008 .-- 72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04-

2 (平裝) NT$3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思念之河 : 江觴詩畫集. 2020 / 蔡榮

和(江觴)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新豐

鄉 : 蔡榮和, 11007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78-6 (平裝)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陳香伶寫實油畫創作 = Chen, Hsiang-

Ling's realistic oil painting / 陳香伶

作 .-- 臺南市 : 陳香伶, 11006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75-5 

(精裝)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臺灣美術全集. 第 41 卷, 陳輝東 = 

Taiwan fine arts series. 41, Chen Huei-

Tung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家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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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, 11008 .-- 2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82-278-4 (精裝) NT$18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表現技法 : 麥克筆綜合技法完全解

析 / 黃昱幃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

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6 .-- 

27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791-8 (平裝) NT$464  

1.繪畫技法  948.9  

Finders Keepers : 陳建榮 / 陳建榮, 陳

慧盈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
立美術館, 11007 .-- 88 面; 24 公分 .-- 

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772-14-2 

(平裝)  

1.壓克力畫 2.畫冊  948.94  

攝影；電腦藝術 

現實的探求 : 台灣攝影史形構考 = 

Reclaiming reality : on the historical 

formation of Taiwanese photography / 

張世倫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影言社, 

11007 .-- 487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995-2-5 (精裝) NT$650  

1.攝影史 2.文化研究 3.影像文化 4.

臺灣  950.933  

IG 商品攝影指南 : 日本人氣寫真家,

教你拍出在社群媒體上最迷人的照

片! / 6561, 中野晴代, もろんのん著 ; 

陳翰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01-5 (平

裝) NT$600  

1.攝影技術 2.商品攝影  953.2  

完美食物攝影指南 : 52 堂讓人想咬

一 口 的 攝 影 必 修 課  / 瓊 妮 . 賽 門

(Joanie Simon)著 ; 苗其宏翻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
司發行, 11008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08-716-7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攝影技術 2.攝影作品 3.食物  

953.9  

勇者動畫系列創作設定集 / 財團法

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, 大貓工

作室股份有限公司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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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44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947-1 

(精裝)  

1.動漫 2.電腦動畫設計  956.6  

vvvv 與新媒體藝術創作  / 李琨編

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博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崧燁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94 面; 23
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735-

997-1 (平裝) NT$600  

1.數位藝術 2.數位媒體 3.設計  

956.7  

抹茶山四季手札  / 楊乃光, Samuel

著 .-- 初版 .-- [宜蘭縣蘇澳鎮] : 森彩

創意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7 .-- 

16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36-0-9 (平裝)  

1.攝影集  957.2  

鯨豚記 / 金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 塊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8 .-- 256 面; 27 公分 .-- (Catch ; 

272) .-- ISBN 978-986-0777-15-4 (平裝) 

NT$650  

1.攝影集 2.動物攝影 3.鯨目  957.4  

挑逗官能!紳士用語妄想寫真集 / 門

嶋淳史攝影 ; mintcrown ; 陳識中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8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741-9 (平裝)  

1.攝影集 2.人像攝影  957.5  

天地大美 : 王萬坤影饗 / 王萬坤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香海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16 面; 25X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122-9-7 (精裝) 

NT$490  

1.攝影集  957.9  

山海交響 原鄉印象 : 秀林之美攝影

集 = 響き合う山と海 原鄉イメージ 

写 真 集  : 見 え た . 秀 林 の 美  = 

Symphony of mountain and sea : 

impressions of hometown seeing beauty 

of Xiulin photo collection / 蔡豐念總

編輯 .-- 花蓮縣秀林鄉 : 花蓮縣秀林

鄉公所, 11006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

中日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29-

46-1 (精裝)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*無人台北 : 李開明攝影集. 2008-

2020 = Taipei vacated : Kaiming / 李開

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點設計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168 面; 24X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9-0-9 (平裝) 

NT$60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工藝美術 

A+ 文 資 創 意 季 成 果 專 刊 . 2021 = 

Cultural Heritage Creativity Festival 

Monograph. 2021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文化部文化資產局, 11009 .-- 16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47-9 

(平裝) NT$180  

1.設計 2.作品集  960  

二維鑲嵌作圖以及錯覺圖案製作 = 

Two-dimensional tessellation art and 

illusion pattern / 貢中元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

- 102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77-7-1 (平裝)  

1.視覺藝術 2.視覺設計  960  

變形中 : 傅雅雯 = Metamorphose / 傅

雅雯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
立美術館, 11007 .-- 64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2-12-8 (平裝)  

1.多媒體 2.裝置藝術 3.行為藝術  

960  

設計與產業學報. No.18 = Journal of 

design and properties / 丁亦真主任編

輯 .-- 高雄市 :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

院, 11007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630-9-1 (平裝) NT$300  

1.應用美術 2.期刊  960.5  

跨域設計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

集 . 2021 第十 四屆  = International 

Conference on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

and Industrial-Academic Collaboration. 

2021 the 14th / 江幸芳, 鍾佳穎, 鄭淳

瀞, 高珮芝執行編輯 .-- 高雄市 : 樹

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, 11006 .-- 33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30-8-

4 (平裝) NT$500  

1.設計 2.摘要  960.7  

日系設計師的色彩搭配辭典 / 新井

美樹作 ; 陳心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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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9-327-9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色彩學  963  



91 

 

日本版型研究室 / gaatii 光體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11008 .-- 

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34-5-7 (平裝) NT$480  

1.版面設計  964  

日本的優美詞彙和雅致配色 : 和風

色彩圖表 / 南雲治嘉作 ; 黃姿頤翻

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559-98-0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平面設計 2.色彩學 3.日本  964  

改變設計的 100 個概念 : 從奢華美

學到物聯網,從大量生產到 3D 列印,

百年來引領設計變革的關鍵思考 / 

夏洛特.菲爾(Charlotte Fiell), 彼得.菲

爾(Peter Fiell)著 ; 林金源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89-493-2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1.工業設計 2.產品設計  964  

形意.視界  : 林俊良海報設計展 = 

Forms and visions : an exhibition of 

poster designs by Leo Lin / 台灣創價

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, 11008 .-- 72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(文化尋根建構台灣百

年史. 2021 年, 創價文化藝術系列) .-- 

ISBN 978-957-9566-77-3 (平裝)  

1.海報設計 2.作品集  964.4  

iF 金獎精選與設計作品. 2021 = iF 

Design Award 2021, special collection 

of gold award winners / 住宅美學編輯

部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客國際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9
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

06077-0-3 (精裝) NT$500  

1.空間設計 2.室內設計 3.作品集  

967  

「 一 建 築 一 家 具 」 整 合 設 計 4.0. 

2021 : 跨域高階設計師家具研究班

成 果 專 輯 . II = Advanced topic of 

furniture design for inter disciplinary 

senior designer / 盧圓華總編輯 .-- 高

雄市 : 樹德科技大學橫山 USR 專案

推動辦公室, 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技術

研發中心, 11006 .-- 100 面; 26X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30-6-0 (平裝) 

NT$500  

1.家具設計 2.空間設計 3.作品集  

967.5  

「一座具一世界」專輯手冊 = One 

seat for one world / 盧圓華主編 .-- [高

雄市] : 樹德科技大學橫山 USR 專案

推動辦公室, 臺南.家具產業博物館, 
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630-5-3 (平裝) NT$300  

1.家具設計 2.空間設計 3.產業發展  

967.5  

輕聲細語 : 柯啟慧金屬工藝創作 = 

Whisper / 柯啟慧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

縣大村鄉 : 大葉大學, 11006 .-- 5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57-3-0 

(平裝)  

1.金屬工藝 2.作品集  968.5  

木以載生 : 國產木作工藝特展 = Into 

the Woods : an Exhibition of Taiwan's 

Woodcrafts / 許峰旗主編 .-- 初版 .-- 

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

發展中心, 11007 .-- 10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2-341-7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1.木工 2.工藝設計 3.作品集  969.6  

技藝 

戰鬥紙陀螺. 第 2 彈 : 超進化!更強大

的戰鬥力! / 四方形大叔原著 ; 陳盈

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52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87-9 (平裝)  

1.摺紙  972.1  

戲劇 

南戲「三化」蛻變傳奇之探討 / 吳

佩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

社, 11007 .-- 636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家

戲曲研究叢書 ; 117) .-- ISBN 978-

957-36-1585-9 (平裝) NT$1300  

1.地方戲曲 2.南戲  982.5  

自由新鎮 1.5 舞台劇紀念設定集 : 戀

愛之神與祂的背叛者們 / 三點水製

藝文化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

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697-9 (平裝)  

1.舞臺劇  982.61  

戲曲演進史. 二, 宋元明南曲戲文 / 

曾永義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550 面; 23

公分 .-- (國學大叢書) .-- ISBN 978-

957-14-7237-9 (平裝) .-- ISBN 978-

957-14-7238-6 (精裝)  

1.中國戲劇 2.戲曲史  982.7  

戲曲演進史. 三, 金元明北曲雜劇 / 

曾永義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- (國

學大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14-7239-3 

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240-

9 (上冊:精裝)  

1.中國戲劇 2.戲曲史  982.7  

出將入相亂彈嬌 : 一方舞台流轉人

生 / 邱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文化

部文化資產局, 11007 .-- 400 面; 26

公分 .-- (傳統藝術系列 ; 15) .-- ISBN 

978-986-532-342-4 (精裝) NT$400  

1.潘玉嬌 2.傳統戲劇 3.花部 4.臺灣

傳記  983.39  

偶戲與人戲 : 兩岸傳統戲曲觀察 / 佘

明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
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1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65-5 (平

裝) NT$200  

1.偶戲 2.傳統戲劇 3.戲曲藝術  986  

條條大路通電影 / 梁良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7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新美學 ; 60) .-- B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540-51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電影 2.影評  987.013  

黑盒子裡的夢 : 電影裡的三倍長人

生 / 彭紹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人

間) .-- ISBN 978-957-13-9166-3 (平裝) 

NT$380  

1.電影 2.影評  987.013  

製作人面對面 / 莫琳.瑞恩(Maureen 

A. Ryan)著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97-79-8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1.電影製作 2.電影導演  987.3  

好萊塢大導演教你拍電影 : 薛尼.盧

梅 50 年 40 部電影的實戰筆記  / 

Sidney Lumet 著 ; 沈若薇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1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928-3 (平裝) NT$2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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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盧梅(Lumet, Sidney, 1924-2011) 2.電

影導演 3.電影製作 4.回憶錄  

987.31  

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特刊. 2021 : 

重組另世界 = Chiayi international art 

doc film festival : total reset / 熊憶瑄執

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政

府文化局, 11007 .-- 98 面; 24 公分 .-- 

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24-80-0 

(平裝) NT$250  

1.紀錄片 2.影展 3.文集  987.8107  

Be Loved in House 約.定 : I Do 影像

寫真 愛藏版 / 大方影像製作股份有

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鴻藝

術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270-1-6 (平

裝)  

1.電視劇 2.照片集  989.2  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 

那些年,我開咖啡館知道的事 : 一個

咖啡師的自白 : 即使累得精疲力竭,

也要親手為顧客端上一杯熱騰騰的

咖啡 / 貓叔毛作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7 .-- 29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723-3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咖啡館 2.創業  991.7  

觀光資源實務與理論 / 吳偉德, 林水

松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

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3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42-

5 (平裝) NT$410  

1.旅遊 2.世界地理 3.世界史 4.導遊  

992  

智慧觀光數位轉型產業輔導健檢及

策略規劃計畫 / 洪毓祥, 顧振豪, 徐

志浩, 游立光, 張真瑜, 廖淑君, 張乃

文, 張筱祺, 胡自立等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交通部, 11006 .-- 42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02-9 (平

裝) NT$420  

1.旅遊業管理 2.產業發展  992.2  

漫泊蘭陽.宜蘭自得 / 劉時泳, 吳燦中, 

王信翔, 古振宏, 林昱君, 李沐軏, 李

柏楓, 侯榮元, 施國章, 徐忠瑋, 許祥

新, 游明陽, 陳湘茗, 陳愈君, 陳韋如, 

陳太齡, 陳美珠, 康淑敏, 張書源, 張

志成, 曹俊偉, 黃國峰, 黃懷民, 楊煜

嫻, 鄭瑋彣, 劉伊凡, 簡瑋琪, 陳有慶

作 ; 劉時泳, 吳燦中主編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心想事成出版社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347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112-0-5 ( 平 裝 ) 

NT$1200  

1.民宿 2.室內設計 3.建築藝術 4.宜

蘭縣  992.6233  

山、人與荒野 : 一堂貫穿古今中外

的戶外文化通識課 / 董威言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出版,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, 11008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06-5-5 (平裝) NT$450  

1.登山 2.戶外活動  992.77  

圓夢 : 第三人生 : 請您輕輕踩著我的

夢 / 劉鴻基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七

色一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28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2522-1-9 (平裝) NT$380  

1.登山 2.旅遊文學  992.77  

圖解臺灣老桌遊 : 從大富翁、龜博

士升學、到天地牌與飛車龍虎鬪,完

整收錄懷舊珍貴老遊戲 / 陳介宇, 陳

芝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97-6 

(平裝)  

1.桌遊  995  

夜光找一找 : 不可思議的太空大探

索 / 米爾.湯普哈農(Meel Tamphanon)

文.圖 ; 李宜庭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20 面; 3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74-551-9 (精裝) NT$680  

1.兒童遊戲  996  

玩出思考腦 : 智能激增的 250 道邏

輯益智題 / 智力開發編輯部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含章有限公司 , 

11008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260-7-0 (平裝)  

1.益智遊戲  997  

西洋棋好好玩 練習冊 / 薛如婷著 .-- 

初版 .-- 桃園市 : 薛如婷, 11006 .-- 

冊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3-

9018-2 (第 1 冊 :平裝 ) NT$400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26-7 (第 9 冊:平裝) 

NT$400 .-- ISBN 978-957-43-9025-0 

(第 8 冊:平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24-3 ( 第 7 冊 : 平 裝 ) 

NT$400 .-- ISBN 978-957-43-9023-6 

(第 6 冊:平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22-9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400 .-- ISBN 978-957-43-9021-2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20-5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400 .-- ISBN 978-957-43-9019-9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27-4 ( 第 10 冊 : 平 裝 ) 

NT$400 .-- ISBN 978-957-43-9028-1 

(全套:平裝)  

1.西洋棋  997.16  

看這本就好!最好懂的二階+四階魔

術方塊破解法 / 陸嘉宏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
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8 .-- 12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74-

6 (平裝)  

1.益智遊戲  997.3  

好辣數獨 133 選 / 數獨研究會編著 ; 

Koizumiunse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, 11008 .-- 

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

755-6 (第 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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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6-70-3 (第 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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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6-68-0 (第 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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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

128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6-69-7 (第 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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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

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6-71-0 (第 36 冊:平裝) NT$149  

1.數學遊戲  997.6  

彩券、博彩與公益. 觀光賭場篇 = 

Lottery, gaming and public welfare : 

integrated resort casinos / 劉代洋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

- (博彩娛樂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

298-375-1 (平裝) NT$4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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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賭博 2.娛樂業  998  

動手玩自然 : 果實 X 葉子 X 種子皆

好玩 / 鄭一帆(銀樺), 鄭皓謙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8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自然生

活家 ; 44) .-- ISBN 978-626-7009-28-4 

(平裝) NT$450  

1.勞作 2.工藝美術 3.植物  999.9  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
目錄 

政府出版品 

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

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. 

2020/editor Yeh,Chi-Tang, Peng,Feng-

Mei, Yang,Chong-Chen, Jiang,Yen-ping, 

Li,Po-Hung, Tsai,Chia-Hsuan, 

Chang,Kuang-I, Chen,Hui-Chun .-- 新

北 市  : 勞 動 部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署 , 

11006 .-- 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6-78-7 (平裝) NT$250  

Special issue on classical poetry from 

Taiwan= 台 灣 古 典 詩 歌 專 輯 /editor 

Terence Russell, Kuo-ch'ing Tu .-- [1st 

ed.] .-- 臺 北市  : 臺 大 出 版 中 心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466-5 (PDF)  

X86 組合語言: 定址模式與編碼/李

俊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臺東大

學資工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19-51-6 (PDF)  

YOU 好人生!GO!/李金鴦總編輯 .-- 

二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, 11008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00-83-1 (平裝)  

三隻小豬蓋橋趣/陳伯安原創故事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1-308-1 (PDF)  

斗六國中<<薈萃英華>>文學獎作品

集/沈明昌, 賴其模, 蘇純玉編輯 .-- 

雲林縣 : 雲縣斗六國中, 11006 .-- 7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06-

5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年報. 中華民

國 109 年度= Public Service Pension 

Fund annual report 2020/公務人員退

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, 公務人員退

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退撫基金監委會, 11006 .-- 

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

28-8 (平裝)  

平安庄/王郅睿, 江杰宇, 江品慧, 江

益銨, 吳昱玄, 吳柏霖, 李乙寬, 李紹

丞, 林佳佑, 林采寧, 林姵萱, 林家樂, 

林睿翊, 林曙旻, 邱顯程, 胡櫂珉, 馬

采葳, 張致翔, 陳子煬, 陳柏妍, 陳詩

緣, 曾天啓, 曾書典, 楊侑奇, 葉宥家, 

鄔炘芸, 廖婕翎, 蔡曾閔鈺, 羅嘉睿繪

圖; 游淑梅撰稿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

花縣稻香國小, 11006 .-- 29 面; 21X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9-45-4 (精

裝)  

生活課程關鍵提問手冊/吳璧純, 郭

麗芬, 吳逸羚, 呂淑娟, 陳盈君, 廖瑞

珍作 .-- 新北市 : 臺北大學師培中心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02-7-5 (PDF)  

布袋商港/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.-- 第

六版 .-- 高雄市 : 海軍大氣海洋局, 

11006 .-- 面; 118X8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46-85-7 ( 全 開 單 張 ) 

NT$400  

生態茶園有機友善栽培管理手冊/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78-1 (PDF)  

全球在地化在英語檢定測驗的體現/

沈冬, 吳若蕙, 李乃欣, 金韶, 廖秀育, 

李欣芸 , 林君文, 李佳隆, 吳怡芬, 

Antony J. Kunnan, Nathan Carr, Stephen 

Bax, Sathena H. C. Chan, 黃恆綜, 張武

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

心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50-467-2 (PDF)  

我流: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年報. 109

年/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, 11007 .-

- 16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00-52-7 (平裝)  

林木種子目錄. 2020-2021/楊正釧編

輯.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農委會

林試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42-2 (PDF)  

來去洄瀾尋尾:洄瀾客家好味緒,食了

會尋尾/梁雯晶, 朱致宜文字 .-- 花蓮

縣 : 花縣府, 11006 .-- 8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9-47-8 (平裝)  

青年行動+: 桃園熱血力 感動全世界/

邵冰如, 林郡妙, 郭美懿, 陳培思, 張

雅琳, 潘姿吟, 謝其濬採訪撰文 .-- 桃

園市 : 桃市青年事務局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97-7 (PDF) 

NT$350  

青年行動+: 桃園熱血力 感動全世界/

邵冰如, 林郡妙, 郭美懿, 陳培思, 張

雅琳, 潘姿吟, 謝其濬採訪撰文 .-- 桃

園市 : 桃市青年事務局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99-1 (PDF)  

金門及廈門附近 /海軍大氣海洋局

編 .-- 第三版 .-- 高雄市 : 海軍大氣海

洋局, 11006 .-- 面; 118X8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46-86-4 (全開單張) 

NT$450  

東風藝起: 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專班

校友畫會聯展專輯. 2021/許有仁總

編輯 .-- 嘉義縣 : 嘉縣文化觀光局, 

11007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4-79-4 (平裝) NT$500  

南島木雕絮語: 南島文化中心文物簡

介 2= Stories behind the Austronesian 

Wood Carving: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

Artifact in Center of Austronesian 

Culture(2),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/

江旻哲, 黃宜湘, 黃翊誠, 官佳岫作 .-

- 臺東縣 : 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, 

11006 .-- 3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65-9-7 (平裝)  

建築防火設計/邱晨瑋編著 .-- 初版

三刷 .-- 臺北市 : 警專, 11008 .-- 2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10-

8 (平裝)  

建築物自然通風量計算評估手冊之

研擬/王榮進研究主持, 朱佳仁協同

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

研所, 11006 .-- 14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0-99-1 (平裝)  

建築基地地表逕流貯集利用規劃設

計之研究/王安強研究主持; 廖朝軒

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

部建研所, 11006 .-- 12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6-04-7 (平裝)  

高速公路小旅遊 /朱至明總編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1-304-3 (PDF)  

高雄市特殊教育親職手冊國中小階

段/黃慈愛, 蔡佳芬, 陳媛雯, 莊雯淑

作 .-- 高雄市 : 高市教育局, 11006 .-- 



94 

 

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

36-0 (平裝)  

高雄市特殊教育親職手冊學前階段/

曾瀞萱, 王銀絲, 吳凱瓴, 陳奕蓉作 .-

- 高雄市 : 高市教育局, 11006 .-- 4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38-

4 (平裝)  

益象萬千三十載 允文允武創未來: 

創校 30 週年校慶紀念特刊/林琇敏

主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益民國小, 

11006 .-- 12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05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八德區: 廟語如神三元宮/詹淑瑗, 

張金田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桃市教

育局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3-83-0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大園區: 不敗金身福海宮/林融榆, 

劉思芳, 侯沂鑫, 黃志源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6 .-- 4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87-8 

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大溪區: 花田老路普濟堂/沈得中, 

周麗珠, 梁俐文, 陳美善, 吳淑君, 黃

蓓文, 王詩婷, 廖志文(資訊), 盧金漳

(攝影), 陳雅琳(攝影)編輯委員 .-- 桃

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6 .-- 4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82-3 

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中壢區: 海國長春仁海宮/鄧麗卿, 

張歆巧, 廖佳仁, 李燕玲編輯委員編

輯委員  .-- 桃園市  : 桃市教育局 , 

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3-93-9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平鎮區: 義烈光昭褒忠祠/鄭志誠, 

劉嘉新, 陳瑀玲, 賈永喆編輯委員編

輯委員  .-- 桃園市  : 桃市教育局 , 

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3-92-2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桃園區: 古往今來景福宮/黃淑霞, 

吳靜宜, 郭宿珍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

桃市教育局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81-6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復興區: 角板山中福興宮/賴鈺筑, 

謝芷吟, 黃暐婷, 薛詩騰, 李睿宸編輯

委 員  .-- 桃 園 市  : 桃 市 教 育 局 , 

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3-86-1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新屋區: 五穀神農長祥宮/羅淑貞, 

古智坤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桃市教

育局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3-88-5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楊梅區: 撫今追昔三元宮/孫惟鳴, 

黎惠文, 張純芳, 谷鳳琳編輯委員編

輯委員  .-- 桃園市  : 桃市教育局 , 

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3-91-5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龜山區: 龜崙古道壽山巖觀音寺/

林士哲, 郭晏庭, 曾昱豪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6 .-- 4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84-7 

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龍潭區: 農維國本龍元宮/蒙大慶, 

鄭雅靜, 林秋鳳, 吳豐萍, 劉佩憬, 賈

漢雯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桃市教育

局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3-90-8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蘆竹區: 玄談盛事五福宮/翁建道, 

紀鴻權, 朱秀美, 王嘉音, 宋玫慧, 丁

瑞懿, 黃安閔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

桃市教育局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85-4 (平裝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觀音區: 甘泉湧現甘泉寺/戴士涵, 

林君穎, 邱若華, 蘇育萱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6 .-- 4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89-2 

(平裝)  

國小職前教師 STEAM 課程-設計取

向教材: 日常生活中的設計 科學體

驗活動/林銘照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

屏東大學, 11007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42-4-0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康德論自由: 道德自由、法權自由與

人的尊嚴/張雪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65-8 (PDF)  

煮出麻豆柚香好滋味/許芷瑜, 謝秉

曄, 謝飛揚, 許博凱, 劉子靖, 方榆媜, 

謝依蓁, 李恩瑞, 張幃翔, 馮祈甄, 王

寀榳, 王俐琍, 黃家馨, 蔡貴諺, 徐閎

茗, 蕭澺涵, 李紹綦, 李侑珉, 謝湘菲, 

謝宸曄, 何采恩, 蘇品諺, 李恩碩, 李

緁宸, 謝守昱, 黃曉菲, 王祺淏作 .-- 

臺 南 市  : 臺 南 市 紀 安 國 小 附 幼 , 

11006 .-- 3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87-24-9 (平裝)  

萬華車站大樓 BOT 紀要專刊: 創.車

站城市/鄭珮綺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交通部臺鐵局, 11006 .-- 68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01-2 

(平裝)  

新編六堆鄉土誌. 1, 生態環境/丁澈

士, 邱郁文, 杜永昌, 李慧宜, 楊國禎

作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師大客

家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60-0-7 (PDF)  

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素養導向教

學設計參考手冊. 第三冊/盧炯元, 吳

卓容, 張茹倫, 莊家玲, 劉盟潭, 魏麗

枝, 蕭弘卿, 陳靜芳, 羅久芳, 王佩雯, 

余淑敏, 韓秀玉, 高惠貞, 郭宗銘, 江

建昌, 魏秀玲, 邱家麟, 陳怡婷, 吳芝

瑜, 張馨方, 張可芳, 張招桂, 楊晢暐, 

黃子倫, 莊壹婷, 陳培陽, 蔡志澤, 陳

櫻雪, 江芳婷, 簡鈺珣, 莊雅蘭, 李國

禎, 莊佶達, 許校紋, 張廷吉, 蔡佳妏, 

高世賢, 歐伊晁, 林宜慧, 李祥菁, 張

維倫, 蘇斐虹, 何莉芳, 馬美文, 楊志

豪, 陳啟章, 張瑛娸, 陳思穎, 張大鈞, 

黃忠志, 陳美妤, 林益興, 黃泓諺, 張

夙惠, 鄭昌和, 林妤柔, 王勝雄, 張敏

秀, 范粵平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中

市教育局, 11007 .-- 480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1-07-3 (光碟片)  

臺北市五常國民小學「五常心橋-家

長會會訊暨學生作品集」. 109 學年

度/莊訪祺等合著 .-- 臺北市 : 北市五

常國小, 11006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2-10-4 (平裝)  

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/葉淑貞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463-4 (PDF)  

興德一甲子 幸福一輩子: 六十周年

校慶專刊/吳次寶主編 .-- 臺北市 : 北

市興德國小, 11006 .-- 16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11-1 (精裝)  

擴增實境(AR)結合虛擬施工及設計

(VDC)於營建施工應用研究/王榮進

研究主持, 馮重偉協同主持 .-- 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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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 .-- 新 北 市  : 內 政 部 建 研 所 , 

11006 .-- 1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0-98-4 (平裝)  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

(SUPER)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

教學講義. Ⅱ, 民主政治與法律/黃培

維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

11006 .-- 17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186-3 (平裝) NT$275  

(SUPER)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教

學講義. V,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/林

虹均編著  .-- 新北市  : 龍騰文化 , 

11006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184-9 (平裝) NT$300  

(月考王)公民與社會(乙版). 1/高慧如, 

羅懷倫, 林大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龍騰文化, 11006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87-0 (平裝) 

NT$200  

(月考王)英文. 5/江吟梓, 蘇文賢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

11006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9-185-6 (平裝) NT$150  

(月考王)國文. 5/楊婷婷等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6 .-- 

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

191-7 (平裝) NT$175  

(升科大四技)英文(歷年試題+模擬

考)/劉似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15-7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英文完全攻略/劉似蓉
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516-4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

攻略/賴祖兒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17-1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英文閱讀與寫作測驗

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吳熙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518-8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國文(歷年試題+模擬

考)/邱鉦倫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20-1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基本電學(含實習)(歷年

試題+模擬考)/陸冠奇編著 .-- 第一

版  .-- 新 北 市 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 

11006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498-3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)商業概論(歷年試題+模

擬考)/王志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19-5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電子學(含實習)(歷年試

題+模擬考)/陸冠奇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38-6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經濟學完全攻略/王志

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31-7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

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甄帥, 林柏超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532-4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數學(C)工職完全攻略/

高偉欽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540-9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機件原理完全攻略/黃

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47-8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機械力學(歷年試題+模

擬考)/湯齊, 杜主, 李國豪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06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09-6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)機械力學(歷年試題+模

擬考)/湯齊, 杜主, 李國豪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539-3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機械製造(歷年試題+模

擬考)/盧彥富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21-8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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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22-5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餐飲服務技術完全攻

略/畢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533-1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觀光餐旅業導論(歷年

試題+模擬考)/高芬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34-8 (PDF)  

(素養學堂)實務、案例一次整合!地

表最強圖解 刑法 (含概要 )/禾翔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496-9 (PDF)  

(國民營事業)主題式測量學(含概要)

高分題庫/林志憲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97-6 (PDF)  

(新全勝)化學學測 16 週/詹志偉(理

王)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
化, 11006 .-- 1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182-5 (平裝) NT$288  

(新全勝)地球科學學測 16 週/黃建彰, 

李雱雯, 關娜, 鄭妙靜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6 .-- 20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83-2 

(平裝) NT$288  

(銀行招考)一次考上銀行票據法(含

概要)/亭宣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45-4 (PDF)  

108 課綱學測衝刺 60 天搶分題庫. 

自然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臺中

市 : 詮達文教, 11006 .-- 31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75-3-9 (平裝)  

108 課綱學測衝刺 60 天搶分題庫. 

英文 /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.-- 

臺中市 : 詮達文教, 11007 .-- 253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75-5-3 

(平裝)  

108 課綱學測衝刺 60 天搶分題庫. 

國文/王蕙茹, 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

編著 .-- 臺中市 : 詮達文教, 11006 .-- 

29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75-1-5 (平裝)  

108 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. 下, 第

三、四冊素養題典英文/詮達文教編

輯委員會編著 .-- 臺中市 : 詮達文教, 

11006 .-- 2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75-2-2 (平裝)  

108 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. 下, 第

三、四冊素養題典數學/詮達文教編

輯委員會編著 .-- 臺中市 : 詮達文教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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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17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75-4-6 (平裝)  

110 年 FIT 金融基測 考科 I(會計學+

貨幣銀行學)套書/歐欣亞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537-

9 (全套:平裝)  

110 年國小教師檢定通關寶典套書/

舒淮, 舒暢, 艾育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507-2 (全套:

平裝)  

110 年國小教師檢定數學科套書/舒

淮, 歐昌豪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04-1 (全套:平裝)  

2020+2021 雙重好看!四等總複習/讀

享編輯團隊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讀享數位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464-269-4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350  

3688 應用題彙編: 自然科/南一書局

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7 .-- 2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77-

9 (平裝)  

3688 應用題彙編: 社會科/南一書局

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7 .-- 2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78-

6 (平裝)  

3688 應用題彙編: 英語科/南一書局

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7 .-- 2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79-

3 (平裝)  

3688 應用題彙編: 國文科/南一書局

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7 .-- 2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75-

5 (平裝)  

3688 應用題彙編: 國文科寫作練習/

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

研發團隊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676-2 (平裝)  

3688 應用題彙編: 數學科/南一書局

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7 .-- 15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80-

9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地理. 1(適南版)/張穎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28-7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地理. 1(適康版)/楊芸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27-0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地理. 1(適翰版)/柯湘芸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29-4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. 1(適南版)/李桓崴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19-5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. 1(適康版)/張苪慈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18-8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. 1(適翰版)/葉修齊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20-1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 . 英語 . 1(適南版)/Sean 

Huang, Katie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32-4 (平裝) 

NT$170  

735 輕鬆讀 . 英語 . 1(適康版)/Alex 

Chen, Peter Cha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31-7 (平裝) 

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英語. 1(適翰版)/Katie 

Sun, Eliza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430-0 ( 平 裝 ) 

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. 1(適南版)/文冰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26-3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. 1(適康版)/黃士秋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424-9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. 1(適翰版)/文芳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25-6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. 1(適南版)/楊鴻裕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444-7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. 1(適康版)/柯曼芬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443-0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. 1(適翰版)/陳東崙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445-4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歷史. 1(適南版)/妍靜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23-2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歷史. 1(適康版)/言覺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21-8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歷史. 1(適翰版)/妍喜樂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6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22-5 (平裝) NT$140  

9 升科大四技)電子學(含實習)(歷年

試題+模擬考)/陸冠奇編著 .-- 第一

版  .-- 新 北 市 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 

11006 .-- 2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00-3 (平裝)  

Applied hydrology/by Ven Te Chow, 

David R. Maidment, Larry W. Mays .-- 

臺北市 : 麥格羅希爾, 11007 .-- 5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471-

1 (平裝)  

Arduino 機器人 . 實作篇 /林健仁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7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799-4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Arduino 機器人 . 模擬篇 /郭恆鳴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7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798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Darby's 全面掌握口腔衛生學. 上, 基

礎 口 腔 醫 學 及 口 腔 預 防 保 健

/Christine M. Blue 原作; 王奕棋, 周樺, 

郭欣瑜, 楊朝傑, 蘇致豪譯 .-- 第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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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臺 灣 愛 思 唯 爾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19-4-9 (PDF)  

e 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. 上冊/林廷

熹, 林廷樂編著 .-- 六版 .-- 高雄市 : 

林廷數學, 11006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003-8-6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Fun with TOEIC(student's book)/authors 

Cheng-Ting Chen, Shuo-Yu Wu, 
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1st ed. .-- 臺
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6 .-- 152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70-0 

(平裝)  

Fun 心升大學/劉華真編著; 薛凱方, 

魏君潔修訂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6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83-3 (平裝) NT$300  

Fun 心探索趣/林斐旻, 薛凱方, 陳思

琪編著; 陳又華, 蕭典義修訂 .-- 四
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11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85-7 

(平裝) NT$125  

FUN 玩音樂: 唱自己的歌/李冠儀編
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6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

54-9 (平裝) NT$75  

JUST write/Hamilton House Publishers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99-77-

5 (第 1 冊:平裝) NT$259 .-- ISBN 978-

986-5599-78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259  

Leap into English(student's book)/陳豫

弘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
公司, 11007 .-- 168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1-574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Leap into English(student's book)/陳豫

弘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
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1-580-9 (第 3 冊:平裝)  

Let's talk kentucky(student's book). book 

4/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.-- 高雄

市 : 肯塔基文教企業, 11007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24-9-

3 (平裝)  

Let's talk kentucky(workbook A). book 

4/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.-- 高雄

市 : 肯塔基文教企業, 11007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6-1-7 

(平裝)  

Let's talk kentucky(workbook B). book 

4/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.-- 高雄

市 : 肯塔基文教企業, 11007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6-0-0 

(平裝)  

Machine learning/by Tom M. Mitchell .-

- 臺北市 : 麥格羅希爾, 11007 .-- 43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470-

4 (平裝)  

MICE English. basic/尚麗琳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7 .-- 20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47-7 

(平裝)  

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: Microsoft 

Excel Associate Exam MO-200/王仲麒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2-870-1 (PDF)  

Netter's 解剖學手冊/John T. Hansen 作; 

鍾敦輝, 王馨瑩譯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9-1-8 (PDF)  

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中高級寫

作&口說題庫解析(新制修訂版)/郭

文興, 許秀芬著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

村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4-164-5 (PDF)  

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中級聽力

&閱讀題庫解析(新制修訂版)/國際

語言中心委員會 , 郭文興 , 許秀芬

著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67-6 (PDF)  

New TOEIC core vocabulary/明志科技

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外文組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6 .-- 9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43-9 

(平裝) NT$150  

No Problem 專科護理師執照考暨臨

床實務參考書. 外科. 2021/黃萓蓁, 

劉明俐, 林怡岑, 郭綵玲編著 .-- 新北

市 : 金名圖書, 11006 .-- 5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80-9 (平裝) 

NT$800  

Probability,random variables,and 

stochastic processes/by Athanasios 

Papoulis, S. Unnikrishna Pillai .-- 臺北

市 : 麥格羅希爾, 11007 .-- 864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469-8 (平

裝)  

Reading comprehension: developing 

fiction and nonfiction skills. level E/by 

Teacher Created Materials. Inc. .-- 臺北

市 : 書林, 11008 .-- 144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45-945-2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Reading pioneer: a voyage of successful 

reading(student's book)/Melanie Sooter, 

Courtney Hall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6 .-- 200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79-3 (第 3

冊:平裝)  

Speed up. starter(student book)/editor 

Lilia Chen, Maxine Chen, Dave .-- 臺南

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61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14-

3 (平裝)  

TOPIK 韓檢初級+中級套書組/雅典

韓研所企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

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6463-8-2 ( 全 套 :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499  

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(含概要)/歐欣

亞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46-1 (PDF)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太魯閣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Kari 

Truku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

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07 .-- 15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00-97-8 (平裝) 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太魯閣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Kari 

Truku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

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07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90-9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秀姑巒阿美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O 

Sowal no Siwkolang/國立政治大學原

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01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4-3 (平

裝) 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秀姑巒阿美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O 

Sowal no Siwkolang/國立政治大學原

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88 面;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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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29-9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恆春阿美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O 

Sowal no Palidaw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

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0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8-1 (平裝) 

NT$70  

*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恆春阿美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O 

Sowal no Palidaw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

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89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3-6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南勢阿美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U 

Suwal nu i Amisay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

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05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5-0 (平裝) 

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南勢阿美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U 

Suwal nu i Amisay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

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8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0-5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海岸阿美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O 

Sowal no Pasawali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

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0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6-7 (平裝) 

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海岸阿美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O 

Sowal no Pasawali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

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8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1-2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馬蘭阿美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O 

Sowal no Farangaw/國立政治大學原

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3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7-4 (平

裝) 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馬蘭阿美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O 

Sowal no Farangaw/國立政治大學原

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87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32-9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都達語(西部)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

Kari Sediq Toda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

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253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94-7 (平裝) 

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都達語(西部)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

Kari Sediq Toda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

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1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87-9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都達語(東部)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

Kari Seejiq Tuda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

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5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98-5 (平裝) 

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都達語(東部)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

Kari Seejiq Tuda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

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39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91-6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雅美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ciriciring 

no Tao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

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, 11007 .-- 10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00-95-4 (平裝) 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雅美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ciriciring 

no Tao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

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, 11007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00-88-6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鄒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e’e no 

cou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

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07 .-- 11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00-96-1 (平裝) 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鄒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e’e no 

cou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

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07 .-- 9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89-3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德固達雅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Kari 

Seediq Tgdaya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

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10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92-3 (平裝) 

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德固達雅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Kari 

Seediq Tgdaya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

族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07 .-- 9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85-5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5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德路固語教師手冊. 第 10 階= Kari 

Seejiq Truku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

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07 .-- 11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00-93-0 (平裝) NT$70  

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

德路固語學習手冊. 第 10 階= Kari 

Seejiq Truku/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

研究中心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07 .-- 105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00-86-2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50  

土地法規實例研習/許文昌編著 .-- 3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7 .-- 

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703-0 (平裝) NT$400  

土地法規論/許文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5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87-3 

(平裝) NT$500  

土地稅法規/蕭華強編著 .-- 九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480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39-

3 (平裝) NT$620  

小學作文技巧與應用/國小作文教研

會編著 .-- 第 3 版 .-- 臺南市 : 光田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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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19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81-798-6 (平裝) NT$225  

升大學國文科: 字義、字音、成語、

錯別字解說/林誠, 方學誠, 陳宛妤, 

林雅萍, 潘樺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

文教科技, 11006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48-107-1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文化人類學/黃雋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12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28-

7 (平裝) NT$550  

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(初等考試)/

孔德仁編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

11006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3-58-1 (平裝)  

公民/廖震編 .-- 三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鼎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93-57-4 (PDF)  

內外科護理學歷屆試題詳解/陳雅玲

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6 .-- 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693-4 (平裝) NT$580  

公民題庫攻略/洪明明編著 .-- 四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6 .-- 

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20-4 (平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公民與社會. 1/李嘉月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0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56-

4 (平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化學/洪嘉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9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55-7 (平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生物/陳威延, 郭建君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0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66-3 

(平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地理. 1/紫鈴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0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53-3 (平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地球科學/蔡曜陽, 李正

心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

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657-1 (平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物理/李捷, 修陞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6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58-8 (平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數學. 1/黃翊程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54-0 (平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歷史. 1/張哲倫, 林宏, 

梁 德 成 編 著  .-- 臺 南 市  : 南 一 , 

11006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668-7 (平裝)  

*火災學講議/林怡劭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jun, 11006 .-- 10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88-9 (平裝)  

中油僱員甄試(煉製、安環類)專用

歷屆題庫 5 合 1. 2021/宏典文化中油

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.-- 新北市 : 

宏典文化, 11007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75-770-3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中油僱員甄試(機械類)專用歷屆題

庫 4 合 1. 2021/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

策研究小組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
化, 11007 .-- 6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5-769-7 (平裝) NT$500  

升科大四技: 生物總複習講義(附隨

堂測驗卷)/李彥霖編著 .-- 新北市 : 

全華圖書, 11007 .-- 48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3-804-5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升科大四技: 電工機械(含實習)總複

習講義/汪永文, 劉啟欣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6 .-- 45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55-4 

(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: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歷

屆試題解析/黃慶璋, 何政翰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6 .-- 4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53-

0 (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: 機械基礎實習攏 A 通/

劉欣, 陳飛祥, 張東堯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科友, 11007 .-- 42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54-7 (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: 觀光餐旅業導論/張朠

紹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7 .-- 5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07-6 (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

作本解答 . 2022 最新版 /林怡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6 .-- 226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786-4 (平裝) NT$350  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業科目全新模

擬試題及解題攻略. 一/陳郁惠, 鍾佩

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

發, 11007 .-- 188 面; 3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0-744-9 (平裝) NT$288  

公務人員考試: 職業安全衛生類別

(高等考試+地特三等)歷屆考題彙編/

蕭中剛, 陳俊哲, 徐強, 許曉鋒, 王韋

傑, 張嘉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872-5 (PDF)  

互動式.行政法. 111 版/呂晟編著 .-- 

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

10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4-863-8 (平裝) NT$700  

互動式.警察行政法. 111 版/呂晟編

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7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62-1 (平裝) NT$650  

公務員法精義/常亮編著 .-- 3 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60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38-

6 (平裝) NT$620  

不動產經紀人四合一題庫攻略/陳仕

弘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
資訊, 11006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7-01-3 (平裝)  

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/蔡裕樹編授 .-- 

初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大 總 統 文 化 , 

11006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16-0-4 (平裝) NT$400  

中華電信業務類 30 天速成/三民補

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輔考資訊, 11007 .-- 56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26-6 (平

裝)  

中華電信業務類題庫攻略/三民補習

班名師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民輔考資訊, 11006 .-- 63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09-9 (平裝)  

日檢 N3 熱銷套書,這套就過關/吉松

由美, 西村惠子, 田中陽子, 大山和佳

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246-628-5 (全套 :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1250  

日檢 N5 熱銷套書,這套就過關/吉松

由美, 西村惠子,小池直子, 千田晴夫, 

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山田社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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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8-986-246-627-8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1200  

日檢文法及單字大全熱銷套書/吉松

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惠子, 千田晴夫
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46-626-

1 (全套:精裝附光碟片) NT$998  

日檢單字+文法一本搞定 N5-N3 套

書組/雅典日研所企編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雅典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6463-7-5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699  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公共管

理(含公共管理概要))(100-109 年試

題)(申論題型)/謝望民, 高聞, 高士奇, 

禾宜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
育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4-15-9 (PDF)  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行政學

(含行政學概要))(102-109 年試題)(申

論題型)/謝望民, 衛彬, 高聞, 高仲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4-14-2 (PDF)  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政治學

(含政治學概要))(104-109 年試題)(申

論題型)/謝望民, 衛斌, 高聞編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16-6 

(PDF)  

中醫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/楊賢

鴻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

唯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58-6-5 (PDF)  

中醫師手冊/陳存仁編 .-- 再版 .-- 臺

北市 : 鼎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3-59-8 (PDF)  

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/翊銜編著 .-- 

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513-3 (PDF)  

民法 爭點 Combo list/施宇宸, 苗星, 

典熙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

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6 .-- 83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49-8 

(平裝) NT$750  

司法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. 111 版/郭

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7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797-6 (平裝) NT$480  

司法行政法. 111 版/陳治宇編著 .-- 

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

10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4-801-0 (平裝) NT$700  

司法行政法概要. 111 版/陳治宇編

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8 .-- 10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04-1 (平裝) NT$690  

司法法學緒論(大意)百分百測驗題

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. 111 版/陳治宇

編著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8 .-- 9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07-2 (平裝) NT$690  

司法特考: 知識圖解-刑法. 111 版/周

昉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7 .-- 9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59-1 (平裝) NT$650  

司法特考: 知識圖解-讀好憲法. 111

版/韋伯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06 .-- 544q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35-5 (平裝) NT$580  

司法特考: 憲法測驗題庫命題焦點暨

解析. 111 版/林強, 陳晟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70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30-0 

(平裝) NT$580  

民事訴訟法 精修/張彥博編授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大鴻海文化, 11006 .-- 

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07-0-6 (平裝) NT$550  

民事訴訟法概要/陳毅弘, 李由編著 .-

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04-4 (EPUB)  

民事訴訟法精修/張彥博編授 .-- 初

版  .-- 臺中市  : 新東海國際科技 , 

11006 .-- 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69-2-4 (平裝) NT$5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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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541-6 (PDF)  

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題庫/李由編
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05-1 (EPUB)  

民法總則/徐律師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65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96-5 (平

裝)  

民法總則. 111 版/可恩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51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60-7 

(平裝) NT$550  

民法總則案例式讀本/慕劍平編著 .-- 

六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6 .-- 4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40-9 (平裝) NT$470  

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爭點 Combo 

list/施宇宸, 苗星, 陸奢編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
版, 11006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97-48-1 (平裝) NT$300  

世界文化史(含臺灣史)/黃雋編著 .-- 

第十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6 .-- 6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27-0 (平裝) NT$620  

世界音樂的公路旅行 /陳旻榆作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6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53-2 

(平裝) NT$125  

丙級女子美髮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

精解. 2021 最新版/呂美煥編著 .-- 七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6 .-- 

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790-1 (平裝) NT$400  

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過關秘訣: 

Windows 2010+Word 2016. 2021 最新

版/華成工作室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, 11006 .-- 47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97-0 (平裝)  

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

科題庫解析(附學科測驗卷)/國民工

作室, 蘇慶源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

科友, 11007 .-- 3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64-356-1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丙級檢定會計事務學科試題練習本/

盧奕, 啓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.-- 第七

版 .-- 臺北市 : 啟芳, 11007 .-- 10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2-4-1 

(平裝) NT$100  

丙級寵物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

指南. 2021 最新版/何麗玉, 張雅如編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6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793-2 (平裝) NT$400  

生產管理/韓旭(陳佳宏)編著 .-- 八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



101 

 

5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685-9 (平裝) NT$680  

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經典講義與

試題/高朝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東展文化, 11007 .-- 36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9235-85-3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犯罪學概要題庫攻略 /賴索編著 .-- 

三版  .-- 臺北市  : 三民輔考資訊 , 

11006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03-7 (平裝)  

犯罪學讀本. 111 版/良育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64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37-

9 (平裝) NT$550  

主題式土木施工學概要高分題庫/林

志憲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23-2 (PDF)  

成大化學所物理化學詳解 Physical 

Chemistry/鍾秉軒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

中市 : 智遠文化教育, 11007 .-- 17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1-06-

9 (平裝) NT$900  

全方位英文看圖.圖表寫作/張勝溢編

著 .-- 新北市 : 建興文化, 11006 .-- 

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4-

398-5 (平裝) NT$320  

地方政府特考圖書館學大意/孔德仁

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6 .-- 

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3-52-9 (平裝)  

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: 2021 素養

題型 (題本+詳解). 中級 /王祈堯總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95-47-

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595-48-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95-49-4 (第 3 冊:平裝)  

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: 2021 素養

題型 (題本+詳解). 初級 /王祈堯總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95-44-

9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595-45-6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95-46-3 (第 8 冊:平裝)  

自來水評價人員共同科目 20 天上榜

速成/王曉瑜, 洪明明, 洪正, 夏亨編
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06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11-2 (平裝)  

自來水評價人員共同科目三合一題

庫攻略/洪明明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7 .-- 53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25-9 

(平裝)  

刑事訴訟法/王子鳴編著 .-- 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52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98-9 

(下冊:平裝) NT$500  

刑事訴訟法研析/黃博彥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

7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697-2 (上冊:平裝) NT$680  

刑法概要題庫攻略(司法)/三民補習

班名師群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
輔考資訊, 11006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7-23-5 (平裝)  

好看!總複習. 2021/讀享編輯團隊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

11006 .-- 4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64-264-9 (平裝) NT$450  

行政法概要測驗題一本通/谷律師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6 .-- 54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684-2 (平裝) NT$500  

行政法總論與實務: 完全必考重點/

林清編著 .-- 第二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1024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47-8 (平

裝) NT$700  

行政法總論與實務: 完全必考重點

(司法特考用)/林清編著 .-- 第二十二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6 .-- 10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48-5 (平裝) NT$700  

行政學-快樂學/紀傑編著 .-- 七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848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17-

1 (平裝) NT$660  

行政學大意/太閣編 .-- 二十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3-65-9 (PDF)  

行政學大意題庫攻略(公職五等)/陳

意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
資訊, 11006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7-19-8 (平裝)  

行政學析論/程明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976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19-

5 (平裝) NT$700  

行政學概要(含大意)/文羿編著 .-- 一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7 .-- 78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26-3 (平裝) NT$660  

老師開講: 犯罪學 概要/霍華德編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97-53-5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企業概論/畢斯尼斯 .-- 八版 .-- 臺北

市 : 鼎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3-56-7 (PDF)  

好齊 X 好多總複習. I. 2021/讀享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

數位文化, 11007 .-- 45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64-267-0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好齊 X 好多總複習. II. 2021/讀享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

數位文化, 11007 .-- 45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64-268-7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考點式保險法一本通/賴宏宗編著 .-- 

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

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690-3 (平裝) NT$450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 GO(A 版). 

第五冊 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08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183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國文閱讀文選. 5/林淑芬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08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178-0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5/宋秀齡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08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191-9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B 版英文單字

片語手冊. 1/劉宜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56 面; 1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49-5 (平裝) 

NT$85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Fun 心甄選去/

簡嘉盈, 許雅凱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
市 : 翔宇, 11006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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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0788-59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高階英

文閱讀與寫作練習. 上冊/Ian Clarke, 

Joseph Schier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華, 11006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22-69-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高階英

語聽講練習. 上冊/Casey Malarcher 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

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22-70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物理 A 授課指引/黃方伯編著 .-- 再

版 2 刷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

3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88-58-7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物理 B 授課指引. 上冊/陳冠宏, 賴佳

儀編著 .-- 再版 2 刷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

11007 .-- 2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8-55-6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圖文編

排實習. 上/呂建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育才國際文化, 11006 .-- 216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2-1-

3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
B(乙版). 二/周秉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232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51-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

授課指引/徐芝玲, 巫貞萱, 陳潔怡編
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6 .-- 

4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88-52-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. 5/唐

婉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
化, 11006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189-4 (平裝) NT$105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素

養題本. 一/邱婉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
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50-1 (平裝) 

NT$125  

技術高中數學 B 學習講義含解析本. 

第一冊/陳建方, 曾國旭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7 .-- 

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284-9 (平裝)  

初五等共同科目 25 天速成/陳雲飛, 

許文達, 劉亭雲, 洪明明著 .-- 七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07-12-9 

(EPUB)  

祁明的公司法體系解題書 /祁明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

11006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64-265-6 (平裝) NT$450  

法院組織法(大意)/陳毅弘編著 .-- 六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06-8 (EPUB)  

法院組織法大意題庫攻略/三民補習

班名師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民輔考資訊, 11006 .-- 41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18-1 (平裝)  

法院組織法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

名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
輔考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13-6 (EPUB)  

物理 A 習作簿/黃方伯編著 .-- 初版 2

刷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57-0 

(平裝) NT$72  

物理 B 習作簿/陳怡貞編著; 陳冠宏

修訂 .-- 再版 2 刷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

11007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88-56-3 (上冊:平裝) NT$63  

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. 2020 年/

謝其安, 張家豪, 蔡佳勳, 陳曉謙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, 11007 .-- 

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

409-1 (平裝)  

初等考試英文/王文充編 .-- 二十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7 .-- 4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63-5 

(平裝)  

初等考試國文(含公文格式用語)/李

杰編 .-- 二十七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

11006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3-62-8 (平裝)  

來勝基本法分科: 民法及其相關法規

(含勞社法)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.-- 

24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7 .-- 

8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705-4 (平裝) NT$320  

社會(108 課綱)學測複習搶分題庫/詮

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.-- 臺中市 : 

詮達文教, 11006 .-- 229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75-0-8 (上冊:平裝)  

社會研究法(含概要)/張庭編著 .-- 十

八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7 .-- 78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18-8 (平裝) NT$660  

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(含社會福利服

務)/張庭編著 .-- 8 版 .-- 臺北市 : 志

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688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10-2 (平裝) 

NT$680  

金榜高中生物學測複習講義/李貞苡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6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787-1 (平裝)  

林潔老師的會計學破題書 /林潔編

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07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27-3 (平裝)  

法學大意/胡劭安編 .-- 二十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3-50-5 (PDF)  

法學大意/徐英智編著 .-- 11 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68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99-6 (平

裝) NT$580  

法學大意重點整理/徐英智編著 .-- 15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

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689-7 (平裝) NT$5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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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542-3 (PDF)  

法學大意題庫攻略/李由著 .-- 六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07-14-3 

(EPUB)  

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搶分題庫/

金融證照研究小組著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15-0 (EPUB)  

知識圖解: 地方政府與政治(含地方

自治概要)/劉秀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1024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20-1 

(平裝) NT$680  

知識圖解: 刑法. 111 版/周昉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9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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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58-

4 (平裝) NT$650  

知識圖解: 行政學申論題庫-實戰出

擊/郭雋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

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92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16-4 (平裝) 

NT$660  

知識圖解: 國籍與戶政(戶籍)法規/劉

秀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
出版, 11008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4-821-8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知識圖解: 最新事務管理概要(大意)/

郭雋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
位出版, 11006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4-792-1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知識圖解: 新公共政策申論實戰出擊. 

111 版/郭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
位出版, 11006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4-832-4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知識圖解: 讀好憲法. 111 版/韋伯編

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6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34-8 (平裝) NT$580  

英文題庫攻 略 (公職五等 )/徐喬編
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07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24-2 (平裝) NT$390  

流行病學. 111 版/王瑋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1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46-1 

(平裝) NT$600  

流行病學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宸嫚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6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694-1 (平裝) NT$400  

科技大補帖/岳彩萱, 李佳恩, 曾俊霖, 

施順鵬, 賴冠呈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泰宇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2-72-7 (平裝)  

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英文). 2022(108-

110 年試題)/Jacob Wu, 楊華編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7 .-- 

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4-09-8 (平裝) NT$420  

南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00-

3 (平裝)  

南版 i 學習. 自然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99-8 (平裝)  
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02-7 (平裝)  
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01-0 

(平裝)  

南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5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04-1 (平裝) NT$285  

南版良師自然講義. 5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9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03-4 (平

裝)  
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1/陳凱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1-53-9 (平裝)  
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. 1/陳凱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54-6 (平裝)  

食物製備實務/汪曉琪, 林琪凰, 賴冠

菁, 李麗美, 宋威徹編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科友, 11006 .-- 21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52-3 (平裝) 

NT$440  

政治學(概要)申論題完全制霸/蘇世

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7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701-6 (平裝) NT$580  

政治學(概要)測驗題完全制霸/蘇世

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7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702-3 (平裝) NT$480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1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9-72-1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1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73-

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
(教師用). 6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9-74-5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6
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9-75-2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3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9-98-1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6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9-44-8 (平裝) NT$190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3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05-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6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

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45-5 (平裝) NT$190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3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9-86-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3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87-5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3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1-61-4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3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62-1 (平裝)  

食品加工(含實習)奪分寶典. 上/陳燕

瑩, 陳凱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2-910-8 (PDF)  

建築國家考試. 105-109: 營建法規題

型整理/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九樺, 11007 .-- 48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475-7-8 (平裝) 

NT$5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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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生物/張春梅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
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075-4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地球科學/蕭榛

嫈, 何玉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7 .-- 25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58-7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生物. IV, 

生態、演化及生物多樣性 /劉正暱, 

楊智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01-0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物理. III/

陳正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54-9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物理. IV/

曲輔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24-9 (平裝)  

高中地理學習寶典. 一/藍冠麟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23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71-

6 (平裝)  

高中探究與實作.化學/王瓊蘭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15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59-

4 (平裝)  

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: 主題式速記

學測高頻單字(108 課綱新字表)/江正

文著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
化, 11006 .-- 42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0-023-0 (平裝)  

高中數學 3B-優勢評量 /黃家隆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6 .-- 36 面; 3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803-8 (平裝) NT$70  

高中選修化學透析教學講義. I, 物質

與能量/張祐穎編著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06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795-6 (平裝)  

高中選修生物習作. IV/陳昱豪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91-

4 (平裝)  

*高中選修地理學習寶典. II, 社會環

境議題/周岳虹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52-5 (平裝)  

高中選修物理習作. III/李重賢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8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13-

3 (平裝)  

高中選修物理習作. IV/陳語涵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8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14-

0 (平裝)  

高中選修數學甲習作. 上/蘇啓寅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
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051-8 (平裝)  

高 考 三 級 有 機 化 學 聖 經 = Organic 
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
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 

11007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1-03-8 (平裝)  

高考 三級物化 分章聖經 = Physical 
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
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 

11007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1-05-2 (平裝)  

高考三級儀器分析聖經= Instrumental 

analysis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
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 

11007 .-- 25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1-04-5 (平裝)  

高考中級會計學. 111 版/郝強, 蔡家

龍編著 .-- 第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

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752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65-2 (平裝) 

NT$650  

消防法規概要/邱晨瑋, 張易鴻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警專, 11007 .-- 82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08-

5 (平裝)  

消防情境實務. 上/李清安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警專, 11007 .-- 49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06-1 

(平裝)  

消防情境實務. 下/邱晨瑋, 蕭柏桓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警專, 11007 .-- 

3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6-07-8 (平裝)  

神拿滿級分: 化學學測總複習/劉俊

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
圖書, 11008 .-- 35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170-4 (平裝)  

神拿滿級分: 物理學測總複習/郭芳

旗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
圖書, 11008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174-2 (平裝)  

記帳士稅務法規. 111 版/張中, 張興

東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6 .-- 8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41-6 (平裝) NT$620  

高普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. 111 版/郭

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7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794-5 (平裝) NT$480  

高普考民法總則關鍵讀本. 111 版/陳

曄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7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52-2 (平裝) NT$610  

高普考行政學新編. 111 版/王濬編

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7 .-- 7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53-9 (平裝) NT$620  

高普行政法. 111 版/陳治宇編著 .-- 

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

10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4-799-0 (平裝) NT$700  

高普行政法概要. 111 版/陳治宇編

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8 .-- 10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03-4 (平裝) NT$690  

高普考政府會計. 111 版/張旭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62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56-

0 (平裝) NT$620  

高普考稅務法規. 111 版/萬華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70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57-

7 (平裝) NT$630  

高普考經濟學關鍵焦點(測驗+申論)

題庫 Q&A. 111 版/徐喬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9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55-3 

(平裝) NT$630  

高普抽樣方法. 111 版/王瑋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92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02-

7 (平裝) NT$600  

高普法學緒論(大意)百分百測驗題

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. 111 版/陳治宇

編著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8 .-- 9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05-8 (平裝) NT$690  

高普法學緒論. 111 版/陳治宇編著 .-- 

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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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4-798-3 (平裝) NT$700  

高普知識圖解: 政治學新論. 111 版/

郭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7 .-- 7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00-3 (平裝) NT$580  

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(麵包、

蛋糕西點、餅乾)/文字復興編輯小組

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復興, 

11007 .-- 3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93-5-2 (平裝) NT$430  

破解實務: 征霸行政法核心概念/嶺

律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
化, 11007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700-9 (平裝) NT$480  

迴歸分析/王瑋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512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43-

0 (平裝) NT$570  

國小自然科學自修. 3 上/翰林作者群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07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15-7 (平裝)  

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. 3 上/自然科

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4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98-3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自修. 3 上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
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102-7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自修. 3 上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
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103-4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自然科學. 3 上/翰林
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92-1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社會. 3 上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93-8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3 上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48-8 (平裝) NT$195  
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自然(康). 3 上/

陳央勻, 魏秀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奇鼎, 11007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5-95-5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國小數學自修. 3 上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
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074-7 (平裝)  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(教師

用). 1/林柏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7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96-9 (平裝)  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. 1/林

柏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97-6 (平裝)  

國文 PISA HOT!閱讀 60 篇/江香嬋, 

李佩蓉, 吳姿蓉, 周筱葳, 徐孟芳, 彭

成錦, 辜韻潔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11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97-1 (平

裝)  

國中生命數學延伸教材. 5/盧建民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建弘, 11006 .-- 

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876-5-3 (平裝)  

國中生活科技講義. 1 上/林志軒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- 

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125-6 (平裝)  

國文科取 徑通優混合素養一本通

(108 課綱、最新混合素養題型)/劉淑

芬(慕因), 潘樺, 林琬婷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06 .-- 31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02-6 

(平裝) NT$360  

國文測驗題綜覽/謝金美編著 .-- 第

七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6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09-6 (平裝) NT$650  

國中熊簡單文法微講義. 英語. 1/李

東敏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

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641-0 (平裝) NT$15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公民. 1/南一編

撰委員會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644-1 (平裝) NT$14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地理. 1/南一編

撰委員會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645-8 (平裝) NT$14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自然. 1/漳修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8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39-7 

(平裝) NT$18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國文. 1/丁秀霞, 

惟璽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

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640-3 (平裝) NT$17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數學. 1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43-

4 (平裝) NT$27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歷史. 1/南一編

撰委員會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647-2 (平裝) NT$140  

國中學習標竿講義. 自然. 1/張佳昕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29-

8 (平裝) NT$400  

國中學習標竿講義. 英語. 1/梁玲瑜, 

邱鈺傑, 陳伶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

11006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626-7 (平裝) NT$410  

國中學習標竿講義. 國文. 1/郭力瑜, 

李志偉, 林香吟, 呂雅雯, 蘇曉慧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25-0 

(平裝) NT$400  

國中學習標竿講義. 數學. 1/張永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6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27-4 

(平裝) NT$400  

國文學習講義/全國名師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7 .-- 

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

190-0 (第 5 冊:平裝) NT$17  
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公民. 

1/姚仁傑 , 南一書局編撰委員會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1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46-5 

(平裝) NT$160  
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地理. 

1/林佳瑩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635-9 (平裝) NT$160  
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自然. 

1/賴怡樺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6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634-2 (平裝) 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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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英語. 

1/黃慧婷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632-8 (平裝) NT$320  
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國文. 

1/張耿豪, 高珮軒, 廖婉婷, 吳浥青, 

惟璽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

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630-4 (平裝) NT$300  
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數學. 

1/陳志鴻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6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628-1 (平裝) NT$300  
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歷史. 

1/黃嘉熏, 劉永晴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
一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638-0 (平裝) NT$160  

國文題庫攻 略 (公職五等 )/劉義編

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06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21-1 (平裝)  

國中聽力王. 英語. 1/黃昕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80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33-5 (平裝) 

NT$150  

現代化妝品檢驗實務 /張麗卿作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04-7 (PDF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(B 版). 

第一冊, 一年級上學期/朱芳琳, 凌惠

玲, 張世玪, 許廼基, 劉誠宗編撰 .-- 

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- 92 面; 

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10-2 

(平裝)  

國 民中學 自然科 學活動 紀錄簿 (C

版)(紀錄本). 第一冊, 一年級上學期/

朱芳琳, 凌惠玲, 張世玪, 許廼基, 劉

誠宗編撰委員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08 .-- 37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12-6 (平裝)  

國 民中學 自然科 學活動 紀錄簿 (C

版)(紀錄本). 第五冊, 三年級上學期/

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青鵬, 江斐瑜, 李

岱螢, 徐意雯, 張進福, 黃振祐, 蔡宛

芸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6 .-- 1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57-0 (平裝)  

國 民中學 自然科 學活動 紀錄簿 (C

版)(習題本). 第一冊, 一年級上學期/

朱芳琳, 凌惠玲, 張世玪, 許廼基, 劉

誠宗編撰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8 .-- 5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111-9 (平裝)  

國 民中學 自然科 學活動 紀錄簿 (C

版)(習題本). 第五冊, 三年級上學期/

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青鵬, 江斐瑜, 李

岱螢, 徐意雯, 張進福, 黃振祐, 蔡宛

芸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6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50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練習本. 第

五冊, 三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 

江映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陳品傑, 陳

敏雀, 蕭道中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8 .-- 20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82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地理練習本. 第五冊, 

三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 江映

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陳品傑, 陳敏雀, 

蕭道中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8 .-- 2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84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歷史練習本. 第五冊, 

三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 江映

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陳品傑, 陳敏雀, 

蕭道中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8 .-- 2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83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生活科技教師手冊. 第

五冊(3 上)/江天瑋, 林欣儒, 林德圭, 

吳佩珊, 陳立庭, 蔡勝安編撰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24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81-6 

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資訊科技教師手冊. 第

五冊(3 上)/江天瑋, 林欣儒, 林德圭, 

吳佩珊, 陳立庭, 蔡勝安編撰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16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82-3 

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(C 版). 第三冊, 

二年級下學期/宋怡慧, 呂淑玲, 吳建

華, 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月卿, 曾萍萍, 

鈕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- 初版二刷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- 1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23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(C 版). 第五冊, 

三年級上學期/宋怡慧, 呂淑玲, 吳建

華, 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月卿, 曾萍萍, 

鈕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08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127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. 第一冊, 一年

級上學期/宋怡慧, 呂淑玲, 吳建華, 

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月卿, 曾萍萍, 鈕

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8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108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. 第三冊, 二年

級上學期/宋怡慧, 呂淑玲, 吳建華, 

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月卿, 曾萍萍, 鈕

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

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- 6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41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(含寫作策

略). 第一冊, 一年級上學期/宋怡慧, 

呂淑玲, 吳建華, 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

月卿, 曾萍萍, 鈕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

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- 5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26-

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(含寫作策

略). 第三冊, 二年級上學期/宋怡慧, 

呂淑玲, 吳建華, 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

月卿, 曾萍萍, 鈕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

- 初版二刷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

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121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(含寫作策

略). 第五冊, 三年級上學期/宋怡慧, 

呂淑玲, 吳建華, 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

月卿, 曾萍萍, 鈕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8 .-- 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22-

5 (平裝)  

國民營英文/劉似蓉編著 .-- 第十六

版  .-- 新 北 市 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524-9 (PDF)  

頂尖化學學測複習寶典(108 課綱.針

對新教材.重點概念歸納成冊)/李浩

宇, 劉卓爾, 王皓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

逵文教科技, 11006 .-- 36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06-4 (平裝) 

NT$350  

專技高考: 職業衛生技師歷屆考題彙

編/蕭中剛, 余佳迪, 劉鈞傑, 鄭技師, 

徐英洲, 徐強, 葉日宏, 章家銘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74-9 

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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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統計/吳迪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448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44-

7 (平裝) NT$520  

康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41-

6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5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20-

1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地理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42-3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地理. 5/ .-- 臺南市 : 鼎

甲文教, 11007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1-10-2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6-

2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5-5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3-

1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5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83-

7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英語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4-8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英語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82-0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43-0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5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76-9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國文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44-7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國文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77-6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47-

8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5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7-

9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歷史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48-5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歷史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8-6 (平裝)  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63-8 (平裝)  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

42-4 (平裝) NT$60  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64-5 

(平裝)  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43-1 

(平裝) NT$60  
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14-0 (平裝)  
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13-3 

(平裝)  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

71-4 (平裝)  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63-9 

(平裝)  

康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5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64-6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自然講義. 5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65-3 (平

裝)  
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5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68-4 (平裝) NT$285  
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. 5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2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69-1 (平

裝) NT$285  
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29-4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5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80-6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. 1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0-0 (平

裝)  
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. 5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8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81-3 (平

裝)  
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1/陳凱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1-51-5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. 1/陳凱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52-2 (平裝)  

透明的刑法解題書/張鏡榮(榮律師)

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6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692-7 (平裝) NT$520  
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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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27-0 (平裝)  
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

66-0 (平裝) NT$70  
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28-7 

(平裝)  
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67-7 

(平裝) NT$70  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65-2 (平裝)  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

85-1 (平裝)  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66-9 

(平裝)  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84-4 

(平裝)  

強制執行法概要/正法編著 .-- 四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6 .-- 

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02-0 (平裝)  
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⽤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46-1 (平裝)  
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45-4 

(平裝)  

康版歷史科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2-4 (平

裝)  
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11-9 (平裝)  
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8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31-7 (平裝)  
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12-6 

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3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1-17-1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3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18-8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3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9-90-5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3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91-2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3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1-57-7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3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58-4 (平裝)  

這是一本警察法規選擇題 /謝安編
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

11006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64-266-3 (平裝) NT$450  

理財規劃人員 最新重點+試題解析 

速成總整理/林冠秀編著 .-- 第 18 版

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6 .-- 

7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

766-6 (平裝) NT$480  

通訊與系統. 111 版/伍霖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32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11-

9 (平裝) NT$480  

統測致勝關鍵: 20 週輕鬆搞定英文

非選擇題/莊靜軒, 蕭美玲編著委員 .-

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08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200-8 (平裝)  

國貿業務職類丙級贏家攻略/宏典文

化編輯小組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
化, 11007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5-768-0 (平裝) NT$320  

統測關鍵字彙隨身讀/東大英語編輯

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07 .-- 456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176-6 (平裝)  

商業概論完全攻略 /王志成編著 .-- 

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510-2 (PDF)  

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: 看這本就夠了

/翊銜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511-9 (PDF)  

國際金融(含概要)/平心編 .-- 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07 .-- 320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64-2 (平裝)  

國際情勢亞太區域補充本 /鄭繼文
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

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

69-7 (平裝) NT$50  

教 甄 複 試 : 口 試 技 巧 與 心 理 調 適

/Sophia Wang 悅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15-7 

(平裝) NT$500  

教學式講義-中社會.歷史. 1/崔冶萍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07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119-5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-國中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 

1/崔冶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07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18-8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. 自然(教師用). 1/翰林自

然科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7 .-- 184 面; 3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62-4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. 自然. 1/翰林自然科作
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61-7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. 國文(教師用). 1/宋裕審

訂; 劉文裕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7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87-7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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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式講義. 國文. 1/宋裕審訂; 劉文

裕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88-4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 

1/曾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69-3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. 1/曾芯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070-9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 

1/柯晏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07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64-8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. 1/柯晏淩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07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65-5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(教師用). 5/林

佳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06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48-887-2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 . 5/林佳芳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06 .-- 

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

886-5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(教師用). 1/翰

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184 面; 3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04-1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. 1/翰林教科書

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07 .-- 18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05-8 (平裝)  

專 題 實 作 : 餐 旅 、 觀 光 = Project 

practice: hospitality and tourism/林靜仙

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7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01-4 (平裝)  

專題實作 : 餐旅、觀光科= Project 

practice,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/陸泳

蓁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6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00-7 (平裝)  

國籍與戶政法規(概要)/林清編著 .-- 

第十九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7 .-- 6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66-9 (平裝) NT$6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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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12-6 (PDF)  

勞工法令/廖震編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

鼎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93-54-3 (PDF)  

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/喬律師

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

化, 11007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64-270-0 (平裝) NT$450  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
挖哇. 地理. 1/藍冠麟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90-7 (平裝)  

飲料實務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畢瑩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525-6 (PDF)  

飲料實務完全攻略(升科大四技)/畢

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26-3 (PDF)  

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5/

林佳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06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48-884-1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. 5/林佳芳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06 .-- 

2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

883-4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1/

吳錫鴻, 步綻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07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99-0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. 1/吳錫鴻, 

步綻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00-3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1/

陳震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94-5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. 1/陳震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
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095-2 (平裝)  

稅務法規. 111 版/張中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820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22-5 

(平裝) NT$620  

稅務法規大意/施敏編著 .-- 16 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7 .-- 6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04-7 

(平裝) NT$600  

普通型高中化學實力講義 /江青釗, 

吳佳靜, 黃信彰, 趙君傑編著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 

11008 .-- 2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177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. 主題

探究篇: 一定要面對的能源真相/高

文芳, 陳其威, 張弘編著 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, 11006 .-- 6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24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. 主題

探究篇: 祕密藏在光譜裡!/汪惠玲, 

王光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
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4-7223-2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. 主題

探究篇: 變色密碼追追追/吉佛慈, 曾

茂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

11006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4-7222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. 共同

基礎篇: 我的校園科學地圖/陳其威, 

張弘, 吉佛慈, 曾茂仁, 于小雅, 汪惠

玲, 王光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, 11006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4-7225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段考複習百試達. 第

一冊/吳岱芸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29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98-8 

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篇章寫作 1+1. 第一

冊/楊佳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9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99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. 第

一冊/名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6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85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五/林偢

萍, 林靜怡, 陳怡伶, 澎客來, 蔡育螢

試題編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08 .-- 115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186-5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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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中數學習作. 第一冊/史美

奐, 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
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08 .-- 8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175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. 國文. 五/吳晏

銘, 林晏如, 林聰宏, 劉芳瑜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08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192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選修公民與社

會. Ⅰ/劉彥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2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80-3 

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學習講義. I/林

玉潔, 劉俊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19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84-1 (平

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乙習作. 上冊/

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08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173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甲習作. 上冊/

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08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171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甲教學講義. 上

冊/陳彥宏, 蘇慧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2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72-

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地理. 第三冊/

尤俊華, 李承玫, 陳芳敏, 張淑瑜, 楊

念慈, 蔡秉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, 11008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4-7226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地球科學: 學生探究活動手冊/黃晟

庭, 蕭榛嫈, 楊善茜, 葉鈞喬, 邱怡禎

編輯委員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8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53-2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物理 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/邱世

寬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2-74-1 (平裝) NT$50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化學素養題本. V, 有機化學與

應用科技/洪瑞和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80-2 (平裝) 

NT$63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化學習作簿. V, 有機化學與應

用科技/泰宇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6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81-9 (平裝) 

NT$75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生物素養題本. IV, 生態、演化

與生物多樣性/陳維倫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82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. IV, 生態、

演化及生物多樣性/曾喜育, 何瓊紋, 

郭人仲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7 .-- 36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63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生習作簿. IV, 生態、演化與生

物多樣性/朱純葿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7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79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地球科學: 大氣、海洋及天文/

游鎮烽, 許瑞榮, 饒瑞鈞, 楊懷仁, 吳

美琍, 曾建元, 林宗祺, 黃雅琪, 蔡望

生, 林孟勳, 鄭妙靜, 劉厚均, 高仲仁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泰宇 , 

11006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68-0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地球科學: 地質與環境/游鎮烽, 

許瑞榮, 饒瑞鈞, 楊懷仁, 吳美琍, 曾

建元, 林宗祺, 黃雅琪, 蔡望生, 林孟

勳, 鄭妙靜, 劉厚均, 高仲仁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112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66-

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地球科學學習歷程活動手冊: 大

氣、海洋及天文/游鎮烽, 許瑞榮, 饒

瑞鈞, 楊懷仁, 吳美琍, 曾建元, 林宗

祺, 黃雅琪, 蔡望生, 林孟勳, 鄭妙靜, 

劉厚均, 高仲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泰宇, 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2-71-0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地球科學學習歷程活動手冊: 地

質與環境/游鎮烽, 許瑞榮, 饒瑞鈞, 

楊懷仁, 吳美琍, 曾建元, 林宗祺, 黃

雅琪, 蔡望生, 林孟勳, 鄭妙靜, 劉厚

均, 高仲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泰宇, 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2-67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物理素養題本. IV, 電磁現象一/

黃建彰, 張雅屏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泰宇, 11007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2-94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物理習作簿. III, 波動、光及聲

音/黃信雄編著 .-- 初版 2 刷 .-- 新北

市 : 泰宇, 11007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2-93-2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. III, 波動、

光及聲音/姚珩, 張嘉泓, 李重賢, 陳

東閔, 劉國棟, 吳承宣編輯委員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17-1 

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. IV, 電磁現

象一/姚珩, 張嘉泓, 李重賢, 陳東閔, 

劉國棟, 吳承宣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16-4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
A 授課指引. 第三冊/林鈺傑, 徐政業, 

林世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7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89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
A 授課指引. 第四冊/吳汀菱, 蘇曉洳, 

吳嵐婷, 唐書志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泰宇, 11007 .-- 30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2-90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
B 授課指引. 第三冊/林鈺傑, 邱婉嘉, 

林怡寶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7 .-- 2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91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
授課指引. 第一冊/唐書志, 蔡韋弘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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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志瑋, 林世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泰宇, 11007 .-- 23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2-88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乙. 上冊/林鈺傑, 林玉惇, 葉東

進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7 .-- 14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77-2 (平裝) NT$8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乙 Focus 焦點講義. 上冊/陳家豪

編著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78-

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甲. 上冊/林鈺傑, 林玉惇, 葉東

進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7 .-- 1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76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甲 A+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上冊/吳

汀菱, 林淑娥, 洪瑞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86-4 (平裝) 

NT$81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閱讀趣. 一

/蔡宗憲, 林顯穗, 諸葛伶編著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3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64-2 

(平裝) NT$63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教師

手冊. IV, 生態、演化及生物多樣性/

鍾楊聰, 吳雨哲, 鄭乃彧, 龔雍任, 詹

濠先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
一, 11006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636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地理教師

手冊. I, 空間資訊科技/謝承霖, 鄭涵

娟, 袁榮茂, 何榆, 王翠華, 陳建智, 張

麗蓉, 高子珺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49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42-7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地理教師

手冊. II, 社會環境議題/盧昕彤, 陳孜

鴻, 彭佳偉, 藍振皓, 王瑋臻, 施縈潔

編撰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08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651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教師

手冊. IV, 電磁現象一/王俊乃, 張良

肇, 趙臨軒, 謝易霖, 何俊昌, 呂健嘉, 

方文宗, 吳隆枝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南一, 11008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0-669-4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教師

手冊. V,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/王

俊乃, 張良肇, 方文宗, 何俊昌, 呂健

嘉, 吳隆枝, 趙臨軒, 謝易霖編撰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74-

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教

師手冊. 上/林信安, 徐健策, 蘇俊鴻, 

吳孝仁, 許為明, 陳冠宏編撰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6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70-0 

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課本

(乙版). 上冊/林信安, 徐健策, 蘇俊鴻, 

吳孝仁, 許為明, 陳冠宏編撰委員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5 .-- 98 面; 
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37-3 

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課本

(甲版). 上冊/林信安, 徐健策, 蘇俊鴻, 

吳孝仁, 許為明, 陳冠宏編撰委員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12

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31-

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. I, 教

師手冊/李道緝, 柯惠鈴, 王良卿, 李

麗燕, 蕭堯, 張朝淦, 高小筑編撰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30-673-1 (全套: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

授課指引. 上冊/李睿瑋, 方美琪, 洪

汶溶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6 .-- 4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63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公民與社會

教學講義(乙版). 1/李芳媛, 邱培涵, 

林蒤奈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

文化, 11006 .-- 168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9-188-7 ( 平 裝 ) 

NT$263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化學

(全)實驗一把罩/洪碩靖編著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87-1 

(平裝) NT$75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

物理 A+課堂講義詳解本. Ⅰ, 力學一

/邱世寬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

宇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73-4 (平裝) NT$50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技術型高級中學科

學領域生活科技授課指引= Living 

technology/李佳恩, 賴冠呈, 曹朱榜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

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22-70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

乙上 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/陳家

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2-84-0 (平裝) NT$75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課

本. II/張樹倫, 劉恆妏, 黃信豪, 賴柷

宏, 楊貴智, 林貞君編撰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180 面; 4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52-6 (平裝)  

普通高級中學.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

學實驗一把罩. V, 有機化學與應用

科技/張永佶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泰宇, 11007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2-75-8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超群 PLUS+. 公民與社會. 1/曾露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7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61-

8 (平裝)  

超群 PLUS+. 化學/董佩宜, 楊婉鈴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31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62-5 

(平裝)  

超群 PLUS+. 生物/黃偉, 李國禎, 傅

至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

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665-6 (平裝)  

超群 PLUS+. 地理. 1/彭佳偉, 王晴薇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9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64-

9 (平裝)  

超群 PLUS+. 地球科學 /林佳賢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0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59-5 

(平裝)  

超群 PLUS+. 物理/陳忠城, 黃裕修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32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60-1 

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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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群 PLUS+. 歷史. 1/念青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63-2 (平裝)  

結構學必做 50 題型/徐毓宏, 許弘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, 

11006 .-- 6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56-3-7 (平裝) NT$740  

智慧財產法 爭點 Combo list/桑妮, 羅

傑編 .-- ㄧ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4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51-1 (平

裝) NT$520  

無敵筆記式自修高中英文. 1/蔡任翔, 

陳琪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30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73-0 (平裝)  

開箱復習講義. 公民與社會/余紫瑛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48-

9 (平裝)  

新一代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電子

學學習講義含解析. 上/何漢, 凌志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

11006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283-2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: 輕鬆學基礎英文法

入門素養卷/林俊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7 .-- 17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86-

3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基礎

工程力學升學寶典/廖長志, 康通能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

11007 .-- 3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281-8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製圖

實習升學寶典/張文澤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7 .-- 400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80-

1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農業群生物 B 升學

寶典/呂春森, 呂宜倩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7 .-- 208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74-

0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

學含實習升學寶典/黃傑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3-278-8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3-279-5 (下

冊: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

學跨越講義/高培堯, 黄濬泓編著 .-- 

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台 科 大 圖 書 , 

11007 .-- 3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277-1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

學寶典/陳崇彥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7 .-- 420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75-7 (平

裝)  

電力系統(國民營). 111 版/程金, 黃清

池, 郭松村, 王永山編著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51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24-9 (平

裝) NT$540  

電力系統. 111 版/程金, 黃清池, 郭松

村, 王永山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
位出版, 11007 .-- 51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4-825-6 ( 平 裝 ) 

NT$520  

電子學(含實習)完全攻略(升科大四

技)/陸冠奇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43-0 (PDF)  

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致勝攻略/鄭祥

瑞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14-0 (PDF)  

新全勝數學 A 學測 12 週/邱永鎮, 劉

憲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
化, 11006 .-- 3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181-8 (平裝) NT$363  

新 住 民 語 文 學 習 教 材 : 印 尼 語 = 

Bahasa Indonesia/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編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00-46-

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50-3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49-7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48-0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47-3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51-0 (第 6 冊:平裝) NT$110  

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: 柬埔寨= ភាសាខ្មែរ/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輯 .-- 第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700-65-7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66-4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67-1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68-8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69-5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70-1 

(第 6 冊:平裝) NT$110  

新 住 民 語 文 學 習 教 材 : 馬 來 語 = 

Bahasa Melayu/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

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00-77-

0 (第 1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79-4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78-7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80-0 ( 第 4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81-7 

(第 5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82-4 (第 6 冊:平裝) NT$110  

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: 泰語= ภาษาไทย/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輯 .-- 第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700-53-4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54-1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56-5 ( 第 4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55-8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57-2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58-9 

(第 6 冊:平裝) NT$110  

新 住 民 語 文 學 習 教 材 : 越 南 語 = 

Tiếng Việt/ 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編

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00-40-

4 (第 1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41-1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42-8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43-5 ( 第 4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44-2 

(第 5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45-9 (第 6 冊:平裝) NT$110  

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 : 菲律賓語= 

Filipino/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輯  .-- 

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6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700-71-8 (第 1

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986-

0700-72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110 .-- 

ISBN 978-986-0700-73-2 (第 3 冊:平裝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74-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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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4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75-6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76-3 

(第 6 冊:平裝) NT$110  

新 住 民 語 文 學 習 教 材 : 緬 甸 語 = 

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မ/新北市政

府教育局編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700-59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10 .-- 

ISBN 978-986-0700-61-9 (第 3 冊:平裝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60-2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62-6 ( 第 4 冊 : 平 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86-0700-63-3 

(第 5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86-0700-64-0 (第 6 冊:平裝) NT$110  

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

(人工記帳)筆試實作/卓如意編著 .-- 

44 版 .-- 新北市 : 松根, 11006 .-- 2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7-1-

9 (平裝)  

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

(人工記帳)筆試實作含解答/卓如意

編著 .-- 44 版 .-- 新北市 : 松根, 

11006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57-0-2 (平裝)  

會計事務資訊項乙檢術科奪證特典/

謝勇助 , 盧奕 ,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

輯  .-- 第九版  .-- 臺北市  : 啟芳 , 

11007 .-- 5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42-5-8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720  

會計師中級會計學. 111 版/郝強, 蔡

家龍編著 .-- 第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752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64-5 (平

裝) NT$650  

會計師稅務法規. 111 版/張中, 張興

東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6 .-- 8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42-3 (平裝) NT$620  

會計師稅務法規. 111 版/萬華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70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54-

6 (平裝) NT$630  

會計審計法規(含政府採購法). 111

版/張旭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06 .-- 6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49-2 (平裝) NT$650  

會計學(參照農會財務處理辦法)重

點整理 x 精選考題/劉憶娥編著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7 .-- 

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

767-3 (平裝) NT$400  

會計學(歷年試題+模擬考)(升科大四

技)/陳智音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27-0 (PDF)  

會計學大意精選/孫妙雪編著 .-- 19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

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686-6 (平裝) NT$600  

會計學完全攻略(升科大四技)/梁若

涵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28-7 (PDF)  

新型學測滿分祕笈數學 A 重點觀念

156/林名揚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

教科技, 11006 .-- 50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8-103-3 ( 平 裝 ) 

NT$440  

新型學測滿分祕笈數學 B 重點觀念

150/林名揚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

教科技, 11006 .-- 4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8-104-0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新時代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研讀範

本/林士敦, 何昭慶, 盧聖心, 何富國, 

黃其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
大圖書, 11007 .-- 26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3-282-5 (平裝)  

解剖學/游祥明, 宋晏仁, 古宏海, 傅

毓秀, 林光華作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

華杏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94-603-0 (PDF)  

*新絲路 : 閱讀素養特攻 /譚云止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 11006 .-- 

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5-93-1 (平裝) NT$280  

新無敵自修. 自然. 1/陳俊宏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38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09-

6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社會. 1/吳承泰, 劉鎮銘, 

于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72-3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英語. 5/林佳芳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06 .-- 39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885-

8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國文. 1/翰林國文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76-1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數學. 1/林錦榮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36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89-

1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(教師用). 1/翰

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60-0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. 1/翰林自然
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24-2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. 1/王佳

蓉, 方惠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079-2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 

1/林鏡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67-9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. 1/林鏡

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66-2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 

1/張麗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68-6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. 1/張麗

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77-8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英語(教師用). 5/林

佳芳, 田超英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佳音, 11006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48-888-9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英語. 5/林佳芳, 田

超英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06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48-889-6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(教師用). 1/陳

怡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085-3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. 1/陳怡靜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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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086-0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(教師用). 1/陳

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080-8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. 1/陳宗樺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

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081-5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 

1/王佳蓉, 方惠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78-5 (平裝)  

農會共同科目(國文/農會法)/陳弘儒, 

陳雲飛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
輔考資訊, 11006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92-99-8 (平裝)  

農會共同科目(國文/農會法)/陳弘儒, 

陳雲飛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
考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16-7 (EPUB)  

農業概論/任瑞書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

市 : 鼎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3-55-0 (PDF)  

農業概論引導式筆記. 上/文字復興
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2-916-0 (PDF)  

農業概論引導式筆記. 下/文字復興
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2-917-7 (PDF)  

跨領域雙文閱讀素養/步綻青, 劉狗

發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07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06-5 (平裝)  

跨領域雙文閱讀素養(教師用)/步綻

青, 劉狗發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07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107-2 (平裝)  

新課綱基本能力指標評量/楊惠君執

行 編 輯  .-- 臺 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9-76-

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77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78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79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80-1 (第 5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9-81-8 (第 6

冊:平裝)  

微積分演習指引/黃學亮編著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98-9 (PDF)  

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六合一題庫

攻略/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四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 

11006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08-2 (平裝)  

新講義. 數學. 1/張楷鴻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18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42-3 

(平裝) NT$280  

經濟學(國營十二版)/蘇文編著 .-- 十

二版  .-- 臺北市  : 三民輔考資訊 , 

11006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17-4 (平裝)  

經濟學申論題型完全攻略 /平心編
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49-9 

(PDF)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1(適南

版)/Lucy Sun, Alex Chen 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51-5 

(平裝) NT$140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1(適康

版)/Rita Hsu, Lucy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7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53-9 (平裝) 

NT$140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1(適翰

版)/Rita Hsu, Lucy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7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52-2 (平裝) 

NT$140  

試題篇. 數學. 1(適康版)/郭熙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8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50-8 

(平裝) NT$150  

試題篇. 數學. 1(適翰版)/劉甫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8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49-2 

(平裝) NT$150  

滿分應試王: 公民學測總複習/各校

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08 .-- 33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179-7 (平裝)  

銀行專業科目歷屆試題/三民補習班

名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
輔考資訊, 11006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7-10-5 (平裝)  

實務最前線 民法 X 民訴/丁偉, 允文, 

宇人, 周瑜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

學林, 11007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6-091-0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實務最前線 刑法 X 刑訴/林熙編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6 .-- 

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

093-4 (平裝) NT$380  

實務最前線行政法/霸告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6 .-- 3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81-1 

(平裝) NT$400  

精密量測/張郭益, 許全守編著 .-- 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7 .-- 

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810-6 (平裝)  

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生物複習講義/

林建成編著 .-- 新北市 : 建興文化, 

11007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24-399-2 (平裝) NT$250  

夢想導航: 18 學群與選課選班群/張

瓊文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08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182-7 (平裝)  

監獄行刑法. 111 版/良育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7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45-

4 (平裝) NT$500  

監獄行刑法概要題庫攻略 /墨羲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06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22-8 (平裝)  

製圖實習搶分秘笈. 上/陳兩達, 陳家

鋒, 張炳堯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旭營文化出版社, 11007 .-- 344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79-6-1 (平

裝)  

監獄學概要題庫攻略 /瑯琊編著 .-- 

三版  .-- 臺北市  : 三民輔考資訊 , 

11006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00-6 (平裝)  

監獄學綜覽. 111 版/何漢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7 .-- 64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61-

4 (平裝) NT$6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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奪標警察法規. 111 版/陶廣遠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8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33-

1 (平裝) NT$650  

數 A 樂試/李宜展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1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20-1 (平裝)  

衛生與護理類專. 二, 健康與護理總

複習/邱譯嫻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

啟英文化, 11006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761-8-3 (平裝)  

數位邏輯設計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李

俊毅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44-7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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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535-5 (PDF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 : 家政概論 . 

2022 最新版/家政研究小組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6 .-- 

40 面; 42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783-3 (平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 : 家庭教育 . 

2022 最新版/家政研究小組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6 .-- 

40 面; 42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785-7 (平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數位科技概

論與數位科技應用總複習 40 回.2021

最新版/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6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96-

3 (平裝)  

練習試題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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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80 面; 42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06-9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段考精選. 第 2 冊. 段一/謝

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

教育科技, 11006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4-57-4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段考精選. 第 2 冊. 段二/謝

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

教育科技, 11006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4-58-1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段考精選. 第 2 冊. 段三/謝

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

教育科技, 11006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4-59-8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破解 AMC8. 二部/謝榮利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

科技, 11006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4-61-1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破解 AMC8. 三部/謝榮利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

科技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4-62-8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破解 AMC8. 首部/謝榮利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

科技, 11006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4-60-4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講數學. 第 III 冊/謝榮利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
技 , 11006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5574-43-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74-47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數學大師講數學. 第 II 冊/謝榮利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
技 , 11006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5574-50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74-51-2 (第 2 冊:平裝)  

數學大師講數學. 第 IV 冊/謝榮利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
技 , 11006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5574-52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74-53-6 (第 2 冊:平裝)  

數學大師講數學. 第 I 冊/謝榮利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74-44-

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574-45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74-46-8 (第 3 冊:平裝)  

數學大師講數學. 第 VI 冊/謝榮利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
技 , 11006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5574-55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74-56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數學大師講數學. 第 V 冊/謝榮利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

技 , 11006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5574-48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74-49-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574-54-3 (第 3 冊:平裝)  

數學大師講數學.國一先修/謝榮利策

劃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

科技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4-42-0 (平裝)  

數學非選特攻 60 題/曾強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49-6 (平裝)  

數學非選關鍵 100 題/曾強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4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67-0 (平裝)  

數學能力指標評量 /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19-82-5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9-83-2 
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9-

84-9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85-6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86-3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87-0 (第 6 冊:平裝)  

閱讀金鑰: 自然發音統整大全= The 

golden key to reading success/毛振平

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大必佳國際文教, 

11007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74-0-9 (平裝) NT$400  

憲法.通試/陳晟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60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13-3 

(平裝) NT$600  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(教師用). 

1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1-25-6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26-

3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(教師用). 

1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9-93-6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92-

9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(教師用). 

1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1-21-8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22-

5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公民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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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39-

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公民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40-9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08-

9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地理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09-6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95-

0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自然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94-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15-

7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英語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16-4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61-

5 (平裝) NT$150  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62-2 (平裝) 

NT$150  
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07-2 (平裝)  
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06-5 

(平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3 上(乙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56-3 

(平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3 上(甲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55-6 

(平裝)  
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

70-7 (平裝)  
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54-7 

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23-2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. 1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3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24-9 (平

裝)  
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1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55-3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. 1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56-0 (平

裝)  
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1/陳凱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1-49-2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. 1/陳凱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1-50-8 (平裝)  

歷屆英文大考(五年學測+五年指考+

篇章結構+混合題)/王祈堯總編輯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空中美語文教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95-52-

4 (全套:平裝) NT$460  

歷屆英文大考(五年學測+五年指考+

篇章結構+混合題)(詳解本)/王祈堯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
文教, 11007 .-- 32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5-50-0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歷屆英文大考(五年學測+五年指考+

篇章結構+混合題)(試題本)/王祈堯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
文教, 11007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5-51-7 ( 平 裝 ) 

NT$210  
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

97-4 (平裝)  
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96-7 

(平裝)  

憲法測驗題庫: 命題焦點暨解析. 111

版/林強, 陳晟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
數位出版, 11006 .-- 70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4-829-4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憲法解題書/歐律師編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6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95-8 

(平裝) NT$650  
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19-5 (平裝)  
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79-0 

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科學(教師用). 

3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1-59-1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科學. 3 上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60-7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3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78-3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3 上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9-88-2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3 上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9-89-9 (平裝)  

學科制霸. 英文/周彩蓉等編著 .-- 二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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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8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193-3 (第 1 冊:平裝)  

學科制霸. 英文/王靖賢等編著 .-- 二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 

11008 .-- 3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194-0 (第 3 冊:平裝)  

學科制霸. 英文(A 版)/王思文, 林美

瑩, 康恩寧, 潘旻悧編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14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95-

7 (第 1 冊:平裝)  

學科制霸. 英文(A 版)/吳秀蘭, 康恩

寧, 黃怡君, 楊慧君, 潘旻悧編著 .-- 

二版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08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196-4 (第 3 冊:平裝)  

選修公民與社會. II, 教師手冊/張樹

倫, 劉恆妏, 黃信豪, 賴柷宏, 楊貴智, 

林貞君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671-

7 (全套:平裝)  

選修數學. 甲. 上冊, 教師手冊/林信

安, 徐健策, 蘇俊鴻, 吳孝仁, 許為明, 

陳冠宏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672-

4 (全套:平裝)  

諮商理論與技術/沈湘縈, 楊淑貞, 李

姿瑩, 楊惠雯, 胡景妮, 簡宏江, 吳佳

慧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都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67-5-1 (PDF)  

機械基礎實習完全攻略(升科大四

技)/劉得民, 蔡忻芸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29-4 (PDF)  

機械製造完全攻略(升科大四技)/盧

彥富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530-0 (PDF)  

機率論經典題型解析/趙治勳編著 .-- 

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

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688-0 (平裝) NT$400  

學測公民與社會嘿皮書(涵括各版本、

綜合總整理)= Civics and society/羅文

編著  .-- 臺北市  : 華逵文教科技 , 

11006 .-- 1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8-105-7 (平裝) NT$200  

餐飲服務技術總複習/劉清華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群英出版, 11006 .-- 

4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11-0-9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. 自然. 1(適南版)/楊鈺雲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48-5 (平裝) NT$230  

雙向溝通. 自然. 1(適康版)/楊錚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46-1 (平裝) NT$230  

雙向溝通. 自然. 1(適翰版)/陳傑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47-8 (平裝) NT$230  

雙向溝通. 英語. 1(適南版)/Bella Wu, 

Lucy Sun, Hugh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15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35-5 (平裝) 

NT$250  

雙 向 溝 通 . 英 語 . 1( 適 康 版 )/Sean 

Huang, Lynn 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06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433-1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雙向溝通. 英語. 1(適翰版)/Lucy Sun, 

Peter Chan, Hugh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15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34-8 (平

裝) NT$250  

雙向溝通. 國文. 1(適南版)/文冰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39-3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國文. 1(適康版)/周安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40-9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國文. 1(適翰版)/徐芳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41-6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數學. 1(適南版)/吳倢臻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36-2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數學. 1(適康版)/李又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37-9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數學. 1(適翰版)/李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6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38-6 (平裝) NT$270  

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. 2020 年/

李家誠, 馬聖翔, 林可瀚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, 11007 .-- 4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10-7 

(平裝)  

證券交易法關聯推定書 /振騰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006 .-- 

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66-8-3 (平裝) NT$380  

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/嚴盛堂編

著 .-- 14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6 .-- 8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691-0 (平裝) NT$650  

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高分速成/金融證

照名師群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民輔考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7-07-5 (EPUB)  

關務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行政法

(含行政法概要))(100-110 年試題)/陳

理, 程揚, 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4-07-4 (PDF)  

關 務 特 考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( 英

文)(103-110 年試題)/Jacob Wu, Sarah, 

楊華, 葛瑞, 凱西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7 .-- 25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11-1 (平

裝)  

關 務 特 考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( 國

文)(103-110 年試題)/王箏, 李華作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13-5 

(PDF)  

關務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

概要)(100-110 年試題)/王達昌, 周詳, 

楊莉, 牧翰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碩教育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4-08-1 (PDF)  

*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(行政法(含行

政法概要)). 2022(100-110 年試題)/陳

理, 程揚, 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7 .-- 104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05-0 (平裝) 

NT$200  

* 關 務 特 考 試 題 大 補 帖 ( 國 文 ). 

2022(103-110 年試題)/李華, 王箏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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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

11006 .-- 13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4-06-7 (平裝) NT$200  

*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概要). 

2022(100-110 年試題）/王達昌, 周詳, 

楊莉, 牧翰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碩教育, 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4-10-4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藝術跨域 456. 國小表演藝術篇/邱鈺

鈞, 劉美玲, 呂仁惠, 徐一如, 邱慶瑜

編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師大 , 

11006 .-- 2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60-2 (平裝)  

藝術跨域 456. 國小音樂篇/方美霞, 

賴佩莉, 李婉菁, 高音璞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6 .-- 3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65-7 

(平裝)  

藝術跨域 456. 國小視覺藝術篇/鍾璧

如, 蘇瑜琪, 黃瑴彥, 郭宗德, 蔡思嘉, 

劉俐伶, 張琬湄, 劉芳婷, 李林異, 張

釋月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6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61-9 (平裝)  

藝術跨域 456. 國中表演藝術篇/林美

宏, 葉逸敏, 蘇佩君, 許凱甯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6 .-- 41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64-0 

(平裝)  

藝術跨域 456. 國中音樂篇/黃國哲, 

吳怡如, 賴昱君, 盧雅琇, 盧苡安, 歐

綉伶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6 .-- 2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62-6 (平裝)  

藝術跨域 456. 國中視覺藝術篇/邱敏

芳, 林昕曄, 潘玟箮, 劉為開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6 .-- 27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63-3 

(平裝)  

藝術跨域 456: 國小音樂篇/張超倫, 

洪梅芳, 曾慧真, 鐘曼綾, 趙琦恩, 王

玫茵, 林婉曄, 王永志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師大, 11006 .-- 33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66-4 (平裝)  

警特用: 憲法.通試/陳晟編著 .-- 三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6 .-- 6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14-0 (平裝) NT$600  

警專入學警專地理. 111 版/林世川編

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6 .-- 4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793-8 (平裝) NT$450  

警專歷史/劉傑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656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23-

2 (平裝) NT$500  

警察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. 111 版/郭

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7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795-2 (平裝) NT$480  

警察行政法(含行政程序法). 111 版/

陳治宇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08 .-- 86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08-9 (平裝) NT$680  

警察考試: 知識圖解-讀好憲法. 111

版/韋伯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06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36-2 (平裝) NT$580  

警察考試: 憲法測驗題庫-命題焦點

暨解析. 111 版/林強, 陳晟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70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31-

7 (平裝) NT$580  

警察法規. 下/陳斐鈴, 陳永鎮, 林煥

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警專, 

11007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09-2 (平裝)  

警察法規概要(基礎行政法)必讀聖

經/伊藤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

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, 11006 .-- 

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97-50-4 (平裝) NT$480  

警察法學緒論百分百測驗題庫命題

焦點完全攻略. 111 版/陳治宇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928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806-

5 (平裝) NT$690  

警察特考 犯罪學概要/霍華德編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

成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0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52-8 (平裝) 

NT$550  

警察特考三、四等憲法關鍵讀本 . 

111 版/鄭中基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
數位出版, 11006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4-851-5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警察敘事能力與溝通/陳宏毅, 沈明

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警專, 

11007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05-4 (平裝)  

護理研究實務: 評價、綜合、產生證

據 /Jennifer Gray, Susan K. Grove, 

Suzanne Sutherland 原著; 李佩珍, 林

玉萍, 徐育愷, 劉玟宜, 蔣宜倩, 戴金

英, 闕可欣, 魏秀靜譯 .-- 第八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8-8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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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4-601-6 (PDF)  

鐵路工程大意 (含鐵路養護作業大

意)(含測驗題庫)/韓新, 鄭鑫編著 .-- 

九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6 .-- 54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50-8 (平裝) NT$600  

鐵路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. 111 版/郭

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7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796-9 (平裝) NT$480  

鐵路運輸學概要(含大意)/林敏玄編

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6 .-- 6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812-6 (平裝) NT$650  

驗光師國考試題詳解. 2020 年/蔡政

佑, 林蔚荏, 吳全盛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合記, 11007 .-- 30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08-4 (平裝)  

圖解睡眠醫學/Meir H. Kryger, Alon Y. 

Avidan, Richard B. Berry 作; 谷大為, 

蘇耿民, 林庭均, 劉宜佳, 林佳佑譯 .-

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19-3-2 (PDF)  

實 證 醫 學 : 臨 床 實 務 與 教 學 指 引

/Sharon E. Straus, Paul Glasziou, W. 

Scott Richardson, R. Brian Haynes 作; 

沈英琪, 林佩姿譯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8-9-6 (PDF)  

醫學臨床溝通技巧 /Margaret Lloyd, 

Robert Bor, Lorraine Noble 原著; 張聖

傑翻譯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

思唯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58-5-8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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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 床 研 究 導 讀 /Kenneth F. Schulz, 

David A. Grimes 作; 尤若綺編譯 .-- 

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58-4-1 (PDF)  

隱形眼鏡實務/Nathan Efron 作; 陳佳

琪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

唯爾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19-2-5 (PDF)  

姿位放鬆技術/Leon Chaitow 作; 李肇

中, 周玟伶, 林逸鴻, 林維萱, 莊邵雯, 

張娟青, 陳佳伶, 傅士豪, 黃琬葶翻

譯 .-- 4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58-3-4 (PDF)  

實用筋膜操作指引 /Tuulia Luomala, 

Mika Pihlman 作; 陳韋苹, 謝妮芸, 楊

宛青, 蔡維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愛思唯爾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19-0-1 (PDF)  

兒童讀物 

0 歲拉拉書/人類文化編輯部文 .-- 新

北市 : 人類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0773-57-6 (全套:精裝) NT$250  

10 歲起一定要學會的金錢知識: 學

校沒教的賺錢、增值和花錢方法/八

木陽子監修; 詹慕如翻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3-58-2 (EPUB)  

10 歲起一定要學會的金錢知識: 學

校沒教的賺錢、增值和花錢方法/八

木陽子監修; 詹慕如翻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3-60-5 (PDF)  

99 迷宮遊戲,把專心變有趣/林希陶, 

許正典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

母, 11007 .-- 1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8-00-3 (平裝) NT$250  

99 連連看遊戲,把專心變有趣/林希

陶, 許正典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新

手父母, 11005 .-- 112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752-99-6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Apple pie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81-0 (第 4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78-0 (第 1 冊:平裝

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5-79-7 

(第 2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

626-7015-80-3 (第 3 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5-82-7 (第 5

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

7015-83-4 (第 6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 

Big storybook. 1, the little brother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Hsiao-Chen 

Ch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20 面; 40X4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6-72-6 (平裝)  

Big storybook. 2, Polee's busy 

day/writer Kimberly Gordon; illustrator 

Explorer Studio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07 .-- 20 面; 40X4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6-74-0 (平裝)  

Big storybook. 3, a place to 

belong/writer 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

Bart Cha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

仁, 11007 .-- 20 面; 40X4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6-65-8 (平裝)  

Big storybook. 4, the magical cooking 

contest/writer 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

Explorer Studio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07 .-- 20 面; 40X4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6-67-2 (平裝)  

Book of magic spells/written by Jean-

Jacques Gabriel; illustrations by Rollie, 

Manila, Philippines .-- 臺 中 市  : 

NunoFelt Studio, 11006 .-- 16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7-15-5 (平

裝) NT$350  

Buddy English. vol.15, Abby’s 

Garden= 美語巴弟. 第十五冊, Abby

的花園/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

文化, 11006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66-5-8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Bumblebee reader(big reader). 1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Red Chen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7 .-- 

32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6-

59-7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(big reader). 2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JoJo Studio .-

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7 .-- 

32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6-

60-3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(big reader). 3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Rebecca 

Hsieh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32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6-61-0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(big reader). 4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Explorer 

Studio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32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6-62-7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(mini reader). 1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Red Chen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7 .-- 

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6-

50-4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(mini reader). 2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JoJo Studio .-

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7 .-- 

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6-

53-5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(mini reader). 3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Rebecca 

Hsieh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6-55-9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(mini reader). 4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Explorer 

Studio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6-57-3 (平裝)  

Follow me. 1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70-2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Follow me. 2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71-9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Follow me. 3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72-6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Follow me. 4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73-3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Follow me. 5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74-0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Follow me. 6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

120 

 

978-626-7019-75-7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Grandpa's glasses/written by Tanya, 

Maggie; illustrated by Man-Ling,Yeh .-- 

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6 .-- 1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72-4 

(平裝)  

Happy abc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37-7 (上冊:平裝附光碟
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15-38-4 (下冊:

平裝附光碟片)  

Kid's school of magic. book 1: fantastic 

spiritual stories and meditation/author 

Jean-Jacques Gabriel .-- 臺中市 : 諾菲

工作室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20-0-7 (PDF)  

LZ German. 2021: Über Deutschaland/

林佩瑩作  .-- 臺中市  : 智翔文化 , 

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163-3-0 (平裝)  

Magic star. 1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61-2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Magic star. 2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62-9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Magic star. 3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63-6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Magic star. 4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64-3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Magic star. 5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65-0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Magic star. 6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66-7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Meditation & practises/written by Jean-

Jacques Gabriel; illustrations by Rollie .-

- 臺中市 : NunoFelt Studio, 11006 .-- 

20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7-17-9 (平裝) NT$350  

Mini storybook. 1, the little 

brother/writer 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

Hsiao-Chen Ch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07 .-- 16 面; 22X22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6-71-9 (平裝)  

Mini storybook. 2, Polee's busy 

day/writer Kimberly Gordon; illustrator 

Explorer Studio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07 .-- 16 面; 22X22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6-73-3 (平裝)  

Mini storybook. 3, a place to 

belong/writer 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

Bart Cha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

仁, 11007 .-- 16 面; 22X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6-64-1 (平裝)  

Mini storybook. 4, the magical cooking 

contest/writer 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

Explorer Studio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07 .-- 16 面; 22X22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6-66-5 (平裝)  

Rainbow explorers. 3: student book. 1, 

My family and me/writers Cindy Liber,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s Jacky Su, 

Bern Hsieh , Ariel Chuang, Red Chen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7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6-

69-6 (平裝)  

Rainbow explorers. 3: student book. 2, 

home sweet home/writers Cindy Liber,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s Jacky Su, 

Bern Hsieh, Ariel Chuang, Han-Ching 

Ya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6-91-7 (平裝)  

Rainbow explorers. 3: student book. 3, 

on the Farm/writers Cindy Liber, Sinéad 

Jackson; illustrators Jacky Su, Bern 

Hsieh, Ariel Chuang, Sin-Cheng Ma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7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6-

92-4 (平裝)  

Rainbow explorers. 3: student book. 4, 

healthy Me/writers Cindy Liber, Sinéad 

Jackson; illustrators Jacky Su, Bern 

Hsieh, Ariel Chuang, Hsiao-Chen 

Ch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6-93-1 (平裝)  

The reading lab: basketball/by John D. 

Smith; Illustrator Alex Patrick .-- 臺北

市 : 敦煌, 11008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606-939-0 (平裝)  

The reading lab: Boba builds a bridge/by 

Andre Louw; illustrator Connie Liao .-- 

臺北市 : 敦煌, 11006 .-- 4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38-3 (平裝)  

Very first reading 第一個英語故事集/

廖佳儀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

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7013-14-4 (全套:精裝)  

Wee talk! wee play! purple: town 

musicians of Bremen(親子手冊)/吳思

穎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06 .-- 64 面; 23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48-882-7 (平裝)  

X 怪奇偵察隊. 5, 無形無影的蠱毒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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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8-31-1 (PDF)  

X 尋寶探險隊. 31, 靈木神主: 佛羅里

達.沼澤.巨鱷/李國權作; 太陽兵團插
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8-33-5 (EPUB)  

ㄅㄆㄇ森林樂園(閱讀本)/楊惠君執

行 編 輯  .-- 臺 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, 

11007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65-8 (平裝)  

ㄅㄆㄇ森林樂園(讀本)/楊惠君執行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

66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ㄅㄆㄇ說故事(遊戲本)/楊惠君執行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15-76-6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77-3 

(第 2 冊:平裝)  

ㄅㄆㄇ說故事. 3, 語詞小書/楊惠君

執行編輯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07 .-- 3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5-85-8 (平裝)  

ㄅㄆㄇ說故事. 4, 結合韻小書/楊惠

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

11007 .-- 3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18-4 (平裝)  

ㄅㄆㄇ說故事. 4, 語詞小書/楊惠君

執行編輯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07 .-- 3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5-86-5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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ㄅㄆㄇ說故事. 5, 拼音小書/楊惠君

執行編輯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07 .-- 3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5-87-2 (平裝)  

ㄅㄆㄇ說故事. 6, 拼音小書/楊惠君

執行編輯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07 .-- 3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5-88-9 (平裝)  

「科學偵探謎野真實」系列. 番外篇

/佐東綠, 石川北二, 木滝理真, 田中

智章作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593-44-5 (全套:平裝) NT$1400  

「科學偵探謎野真實」系列番外篇/

佐東綠, 石川北二, 木滝理真, 田中智

章作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93-50-6 (EPUB)  

「科學偵探謎野真實」系列番外篇/

佐東綠, 石川北二, 木滝理真, 田中智

章作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93-52-0 (PDF)  

一起去棒球場!/金永鎮文.圖; 張琪惠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

11008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0-397-4 (精裝)  

十萬個小知識/向日葵工作室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773-60-6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2000  

十萬個為什麼?. II(注音大字版)/潘英

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746-

4 (全套:精裝) NT$2400  

人體製造工廠(合輯): 1.便便、尿尿、

汗水…...35 種有形的人體產物+2.發

燒、體臭、咳嗽…...36 種無形的人

體產物/藤田紘一郎監修; 戶毛戶毛

繪圖; 張東君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93-55-1 (PDF)  

人體製造工廠(合輯): 1.便便、尿尿、

汗水……35 種有形的人體產物+2.發

燒、體臭、咳嗽…...36 種無形的人

體產物/藤田紘一郎監修; 戶毛戶毛

繪圖; 張東君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93-45-2 (EPUB)  

人 體 製 造 工 廠 : 便 便 、 尿 尿 、 汗

水…...35 種有形的人體產物/藤田紘

一郎監修; 戶毛戶毛繪圖; 張東君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56-8 

(PDF)  

人 體 製 造 工 廠 : 便 便 、 尿 尿 、 汗

水…...35 種有形的人體產物/藤田紘

一郎監修; 戶毛戶毛繪圖; 張東君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39-1 

(EPUB)  

人 體 製 造 工 廠 : 發 燒 、 體 臭 、 咳

嗽……36 種無形的人體產物/藤田紘

一郎監修; 戶毛戶毛繪圖; 張東君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57-5 

(EPUB)  

人 體 製 造 工 廠 : 發 燒 、 體 臭 、 咳

嗽......36 種無形的人體產物/藤田紘

一郎監修; 戶毛戶毛繪圖; 張東君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43-8 

(PDF)  

小小植物觀察家/福樂國小企鵝班全

體師生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

文化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7-173-7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小玉的生日禮物/方素珍文; 陳永勝

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

面 ; 21X19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39-9 (平裝)  

大西老師/長谷川義史文.圖; 林真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

11007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0-395-0 (精裝)  

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. 1. 夏日篇, 消

失的藍莓/凱蒂.柯本斯(Katie Coppens)

文; 荷莉.哈塔姆(Holly Hatam)圖; 劉

握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045-7 (EPUB)  

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. 2. 秋日篇, 葉

子為什麼會變色?/凱蒂.柯本斯(Katie 

Coppens)文; 荷莉.哈塔姆(Holly Hatam)

圖; 劉握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

子天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5-046-4 (EPUB)  

小作家ㄅㄆㄇ(閱讀本)/楊惠君執行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6 .-- 

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

67-2 (平裝)  

小作家ㄅㄆㄇ(讀本)/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68-

9 (平裝)  

小康軒點讀館: 小不點大夢想系列一

/廖敏媜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35-917-1 (全套:精裝)  

小種子搬新家 /陳淑華文 ; 邱千容

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

面 ; 21X19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37-5 (平裝)  

小歌手與玫瑰花 /劉清彥文 ; 唐唐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055-6 (EPUB)  

小豬皮克系列. 保護自己身體篇: 皮

克和眼鏡小豬= Pico the pig: protect 

your body: Pico and glassy the piglet/哲

銘老師繪.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

苗文化, 11006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51-670-4 ( 精 裝 ) 

NT$280  

小豬皮克系列. 保護自己身體篇: 皮

克宣傳大使= = Pico the pig: protect 

your body: Pico the ambassador/哲銘老

師繪.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苗文

化, 11006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51-671-1 (精裝) NT$280  

小豬皮克系列. 保護自己身體篇: 皮

克愛游泳= Pico the pig: protect your 

body: Pico loves to swim/哲銘老師繪.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 

11006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51-667-4 (精裝) NT$280  

小豬皮克系列. 保護自己身體篇: 皮

克學騎車= Pico the pig: protect your 

body: Pico learns to ride a bike/哲銘老

師繪.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苗文

化, 11006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51-669-8 (精裝) NT$280  

小鴨尼克系列. 保護自己篇: 網路交

友要小心= Nick the little duck: protect 

yourself at all times: always beware 

when making friends online/哲銘老師

繪.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 

11006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51-668-1 (精裝) NT$2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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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頭愛洗手/姚詠中(CoCo 姐姐)文; 

海豹 Seal Chao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廣智文化, 11006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200-0-1 ( 精 裝 ) 

NT$280  

大繪本: 小氣大財神/林敏雲文; 吳若

嫻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01-0 (平裝)  

大繪本: 小種子搬新家/陳淑華文; 邱

千 容 圖  .-- 臺 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, 

11007 .-- 28 面; 4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64-1 (平裝)  

大繪本: 奶奶的生日大餐/許玲慧文; 

吳若嫻圖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07 .-- 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98-6 (平裝)  

大繪本: 免費喝花蜜茶/陳玟妤文; 林

俐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4-

21-8 (平裝)  

大繪本: 快樂小郵差/陳淑華, 洪詩蘊

文; 林宛姿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

11007 .-- 28 面; 4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9-63-4 (平裝)  

大繪本: 美味的野餐/陳玟如文; 崔麗

君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4-

19-5 (平裝)  

大繪本: 紙箱好好玩/許玲慧文; 吳若

嫻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02-7 (平裝)  

大繪本: 動物新社區/Emma 文; 陳銘

竹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24-9 (平裝)  

大繪本: 球球歷險記/林敏雲文; 林宛

姿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14-0 (平裝)  

大繪本: 黃金海與美人魚/洪志明文; 

吳若嫻圖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07 .-- 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20-1 (平裝)  

大繪本: 就是愛吃糖/陳淑華, 洪詩蘊

文; 簡漢平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

11007 .-- 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25-6 (平裝)  

大繪本: 超級旅行家/吳曉雯文; 邱千

容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22-5 (平裝)  

大繪本: 喀滋!蔬菜好吃 /洪志明文; 

安 妮 圖  .-- 臺 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, 

11007 .-- 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00-3 (平裝)  

大繪本: 愛健康的小貓熊/陳淑華文; 

阿 wi 圖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07 .-- 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99-3 (平裝)  

大繪本: 媽媽我愛您/方素珍文; 陳永

勝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23-2 (平裝)  

大繪本: 榕樹綠天使/陳淑華文; 邱千

容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03-4 (平裝)  

大繪本: 貓來了/楊玉雪文; 林純純

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8

面 ; 38X43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04-1 (平裝)  

大繪本: 聲音的異想天開/林敏雲文; 

黃柏誌圖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07 .-- 28 面; 38X4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05-8 (平裝)  

小寶寶有什麼感覺?/凱倫.凱茲(Karen 

Katz)著; 李紫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上人文化, 11006 .-- 24 面; 19X17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12-400-0 (精

裝) NT$250  

小寶寶最愛什麼?/凱倫 .凱茲(Karen 

Katz)著; 李紫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上人文化, 11006 .-- 24 面; 19X17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12-401-7 (精

裝) NT$250  

小歡鼠(L)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12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13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小歡鼠(M)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17-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18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小歡鼠(S)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15-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16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不一樣的 1/吳亞男文; 柳壟沙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 11006 .-- 

40 面; 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61-655-1 (精裝) NT$280  

天才達文西的 STEAM 教室(科學 X

藝術)/海蒂.奧林傑(Heidi Olinger), 艾

米.萊特克(Amy Leidtke)著; 李弘善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24-5-9 (EPUB)  

天才達文西的 STEAM 教室(科學 X

藝術)/海蒂.奧林傑(Heidi Olinger), 艾

米.萊特克(Amy Leidtke)著; 李弘善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24-7-3 (PDF)  

天才達文西的藝術教室: 像藝術家一

樣,設計、創造和製作 STEAM 藝術

作品 /艾米 .萊特克(Amy Leidtke)著 ; 

李弘善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24-6-6 (EPUB)  

天才達文西的藝術教室: 像藝術家一

樣,設計、創造和製作 STEAM 藝術

作品 /艾米 .萊特克(Amy Leidtke)著 ; 

李弘善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24-8-0 (PDF)  

火沒了/Dr. M 文; Shiny Shoe 圖 .-- 二

版  .-- 屏 東 縣  : 上 醫 囝 囡 診 所 , 

11007 .-- 28 面; 14X1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8140-9-7 (精裝)  

水果們的晚會 /楊喚詩 ; 黃本蕊圖

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愛米粒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12-1-6 (EPUB)  

水果們的晚會/楊喚詩; 黃本蕊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2-2-3 (PDF)  

牛郎織女/陳湄玲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人類, 11007 .-- 36 面; 23X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58-3 (精裝) 

NT$320  

天神公主學園 1-4/瓊安.赫魯伯(Joan 

Holub), 蘇 珊 娜 . 威 廉 斯 (Suzanne 

Williams)文; 舒靈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東雨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521-496-8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8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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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眼協調互動式遊戲書/高井喜和作.

繪; 吳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
實文化, 11008 .--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462-3 (精裝) NT$900  

牙齒系列/楊秀麗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2-933-7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850  

天鷹翱翔/李潼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5904-1 (EPUB)  

天鷹翱翔/李潼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5918-8 (PDF)  

用手指點一點會說話有聲書: 寶寶愛

說話有聲認字圖卡/人類文化編輯部
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30 面; 

30X3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43-

9 (精裝) NT$1090  

幼幼成長寶盒 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39-1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40-7 (第 2

冊:平裝)  

幼幼學具袋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41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42-1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43-8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44-5 

(第 4 冊:平裝)  

幼兒第一套學習圖典寶盒/人類文化

編 輯 部 繪 圖  .-- 新 北 市  : 人 類 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73-46-

0 (全套:精裝) NT$750  

生活小達人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3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4-26-3 (平

裝)  

世界植物圖鑒大百科(生僻字注音

版)/Young 主編 .-- 新北市 : 大智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10-2-7 (EPUB)  

生活數學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92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93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世界遺產大進擊. 3, 泰姬瑪哈陵的愛

戀密碼/樹下繪本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文房文化, 11007 .-- 17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6-18-1 (平

裝) NT$280  

皮普日記 /Mairi Mackinnon 作; Fred 

Blunt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

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02-1 (精裝)  

北極熊探險隊. 1, 冰雪公主/艾莉克

斯.貝爾(Alex Bell)作; 廖綉玉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19-0 (PDF)  

北極熊探險隊. 1, 冰雪公主/艾莉克

斯.貝爾(Alex Bell)作; 廖綉玉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84-20-6 

(EPUB)  

北極熊探險隊. 2, 女巫山/艾莉克斯.

貝爾(Alex Bell)作; 柯清心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84-21-3 

(EPUB)  

北極熊探險隊. 2, 女巫山/艾莉克斯.

貝爾(Alex Bell)作; 柯清心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24-4 (PDF)  

北極熊探險隊. 3, 黑暗冰橋/艾莉克

斯.貝爾(Alex Bell)作; 柯清心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84-22-0 

(EPUB)  

北極熊探險隊. 3, 黑暗冰橋/艾莉克

斯.貝爾(Alex Bell)作; 柯清心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23-7 (PDF)  

任性的小神仙/小千著; 黃柏誌圖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7 .-- 36 面; 
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29-

3 (精裝)  

色紙不只是色紙/廖之瑋文; 邱千容

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

面 ; 21X19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40-5 (平裝)  

在家玩 STEAM+C/你好泡泡作; 周寶

寶 朗 讀  .-- 臺 北 市  : 時 報 文 化 , 

11006 .-- 約 3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68-7 ( 線 上 有 聲 書

(WAV)) NT$350  

在家玩 STEAM+C/你好泡泡作; 周寶

寶 朗 讀  .-- 臺 北 市  : 時 報 文 化 , 

11006 .-- 約 3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69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350  

在哪裡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7 .-- 48 面; 

20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61-

3 (第 1 冊:平裝) NT$110  

交通遊戲出發囉/Céline Potard 作; 張

之逸翻譯 .-- 二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禾

流文創, 11007 .-- 52 面; 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28-97-3 (活頁裝)  

好想吃冰淇淋/Dr. M 文; Shiny Shoe

圖 .-- 二版 .-- 屏東縣 : 上醫囝囡診所, 

11007 .-- 28 面; 14X1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38-0-7 (精裝)  

吳沙,我想問你…?= Wusa,may I ask 

you…?/蘇柔安, 羅翊綾, 昱葶, 呂湘羚, 

廖雨蓉, 羅庭愉, 彭咨儀, 吳立歐, 謝

顥音作.繪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 : 淡江

大學蘭陽校園, 11006 .-- 36 面; 19X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-92-4 (精

裝)  

我決定()/Anita, 阿綺文字創作; 鮮鮮, 

Johnny 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張敏

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05-2 (EPUB) NT$100  

我找到不怕黑夜的方法了/梅莉斯.多

弗漢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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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29-3 (PDF)  

妙妙書: ㄅㄆㄇ拼音/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3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5-95-

7 (平裝)  

妙妙喵圖解生活科學. 1, 消失的便便

/胡妙芬文; 朱家鈺, 呼拉王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5-052-5 

(EPUB)  

妙妙喵圖解生活科學. 2, 超能微波爐

/胡妙芬文; 朱家鈺, 呼拉王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5-053-2 

(EPUB)  

吵吵鬧鬧的女王/Mairi Mackinnon 作; 

Mike, Carl Gordon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04-5 (精

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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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同學是一隻熊/張友漁文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5-049-5 

(EPUB)  

我是黑天鵝/劉清彥文; 張蓓瑜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56-3 

(EPUB)  

巫恩之書. 1, 舊校舍的祕密/絲維拉

娜.查瑪柯娃(Svetlana Chmakova)漫畫; 

韓書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
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88-32-8 (EPUB)  

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. 1: 神祕山有

鬼?/顏志豪文; 水腦圖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35-8 (EPUB)  

我喜歡這樣的我/西比爾.德拉克羅瓦

(Sibylle Delacroix)文.圖; 陳思瑋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9-0-7 

(PDF)  

我愛ㄅㄆㄇ. 音形篇/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13-

9 (平裝)  

我愛ㄅㄆㄇ. 綜合篇/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14-

6 (平裝)  

我愛ㄅㄆㄇ. 辨音篇/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15-

3 (平裝)  

我愛ㄅㄆㄇ. 聲韻篇/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12-

2 (平裝)  

我愛ㄅㄆㄇ: 結合韻/楊惠君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19-10-8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9-11-5 

(第 2 冊:平裝)  

角落小夥伴與朋友和睦相處的方法/

主婦與生活社著; 高雅溎翻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8 .-- 

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12-4 (平裝) NT$300  

快樂這一班/陳淑華, 洪詩蘊文; 簡漢

平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0 面; 19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44-3 (平裝)  

我學得慢,不一定學不好/艾絲特.凡

登伯格(Esther van den Berg)著; 巫芷

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0-30-9 (PDF)  

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: 数字与数

量/[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] .-- 臺北

市 : 學齡國際, 11008 .-- 28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6-00-8 (平裝)  

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: 他们在哪

里/[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] .-- 臺北

市 : 學齡國際, 11008 .-- 28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6-02-2 (平裝)  

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: 交通工具

/[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] .-- 臺北市 : 

學齡國際, 11008 .-- 16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790-99-8 (平裝)  

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: 形状与颜

色/[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] .-- 臺北

市 : 學齡國際, 11008 .-- 28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6-01-5 (平裝)  

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: 找找看

/[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] .-- 臺北市 : 

學齡國際, 11008 .-- 28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790-98-1 (平裝)  

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: 我的学校

/[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] .-- 臺北市 : 

學齡國際, 11008 .-- 16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790-96-7 (平裝)  

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: 我的家

/[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] .-- 臺北市 : 

學齡國際, 11008 .-- 16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790-95-0 (平裝)  

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: 逛超级市

场/[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] .-- 臺北

市 : 學齡國際, 11008 .-- 16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790-97-4 (平裝)  

兔子快跑/Mairi Mackinnon 作; Mark 

Chambers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禾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07-6 (精裝)  

長大是什麼呢?/中川宏貴文; 村上康

成圖; 陳瀅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維京國際, 11008 .-- 32 面; 21X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398-1 (精裝)  

林中賊/陳偉民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幼獅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9-241-1 (PDF)  

花心漢字字獨遊戲本 /于美人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精典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98862-5-3 (全套:

平裝) NT$750  

和我做朋友/上野與志文; 藤嶋惠美

子圖  .-- 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人類 , 

11007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3-59-0 (精裝)  

垃圾藝術村/樂樂文; 黃雄生圖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 面; 

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33-

7 (平裝)  

泡泡精靈. 3, 大戰深海巨獸/嚴淑女

文; 蜜可魯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

子天下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5-057-0 (EPUB)  

怪物餐廳/Mairi Mackinnon 作; Mike, 

Carl Gordon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禾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11-3 (精裝)  
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 /諾皮農皮著 ; 

徐江玉等繪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

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, 11009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748-50-5 (全套:

平裝) NT$7200  

兒童詩歌系列: 聲韻與節奏/王曉嵐, 

陳譽齡文; 黃慧彤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國際文化教育協會, 11006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789-0-1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789-1-8 

(第 2 冊:平裝)  

虎斑貓心驚驚 /陳綉燕文 ; 江雅棋

圖  .-- 嘉義縣  : 嘉義縣大同國小 , 

11007 .-- 2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4-81-7 (精裝)  

念塗ㄅㄆㄇ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16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17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孩子,加油!/崔璹僖著; 邱敏瑤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上人文化, 11006 .-- 

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12-

402-4 (精裝)  

孩子的可愛心願繪本套書/陳嘉芬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9529-94-

5 (全套:精裝) NT$599  

風中的電話亭 /希瑟.史密斯(Heather 

Smith)作; 瑞秋.和田(Rachel Wada)繪; 

游珮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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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84-34-3 (PDF)  

風中的電話亭 /希瑟.史密斯(Heather 

Smith)作; 瑞秋.和田(Rachel Wada)繪; 

游珮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
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84-36-7 (EPUB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/Angela Chao

改編  .-- 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人類 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73-42-

2 (全套: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七隻小羊

/Grimm Brothers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39-2 (平裝)  

英 文 童 話 故 事 書 中 文 版 : 小 木 偶

/Carlo Collodi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37-8 (平裝)  

英 文 童 話 故 事 書 中 文 版 : 小 紅 帽

/Grimm Brothers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22-4 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三隻小豬

/Grimm Brothers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30-9 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白雪公主

/Grimm Brothers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23-1 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布萊梅的音

樂 家 /Grimm Brothers 原著 ; Angela 

Chao 改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06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3-33-0 (平裝)  

英 文 童 話 故 事 書 中 文 版 : 灰 姑 娘

/Charles Perrault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41-5 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拇指姑娘

/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原著; Angela 

Chao 改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06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3-40-8 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青蛙王子

/Grimm Brothers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28-6 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金鵝/Grimm 

Brothers 原著; Angela Chao 改編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2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35-4 

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穿靴子的貓

/Charles Perrault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36-1 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國王的新衣

/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原著; Angela 

Chao 改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06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3-32-3 (平裝)  

英文童話故事書中文版: 傑克與魔豆

/Joseph Jacobs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34-7 (平裝)  

英 文 童 話 故 事 書 中 文 版 : 糖 果 屋

/Grimm Brothers 原著; Angela Chao 改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

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

38-5 (平裝)  

英 文 童 話 故 事 書 中 文 版 : 醜 小 鴨

/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原著; Angela 

Chao 改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06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3-31-6 (平裝)  

風先生和雨太太/保羅繆塞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7 .-- 約 48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17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故事 GOGO(L)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6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06-5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24-07-2 (第 2

冊:平裝)  

故事 GOGO(M)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08-9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24-09-6 (第 2

冊:平裝)  

故事 GOGO(S)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10-2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24-11-9 (第 2

冊:平裝)  

要來一根香蕉嗎?/雅思敏.伊斯梅爾

文.圖(Yasmeen Ismail); 劉清彥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012 .-- 

40 面; 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0-400-1 (精裝)  

飛到月球去 /Lesley Sims 作 ; David 

Semple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
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06-9 (精裝)  

挑食的達達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 面; 

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36-

8 (平裝)  

看時鐘數錢幣 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96-4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5-97-1 (第 2

冊:平裝)  

皇家魔獸/大衛.威廉(David Walliams)

著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繪; 高子梅

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15-4 (EPUB)  

怎麼吃也吃不完的粥/崔璹僖著; 邱

敏瑤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上人文化, 

11006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12-403-1 (精裝)  

科學偵探謎野真實. 9, 科學偵探 vs.

暴走的 AI. 下集/佐東綠, 石川北二, 

木滝理真, 田中智章作; 黃薇嬪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93-51-3 

(EPUB)  

科學偵探謎野真實. 9, 科學偵探 vs.

暴走的 AI. 下集/佐東綠, 石川北二, 

木滝理真, 田中智章作; 黃薇嬪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53-7 (PDF)  

海之女神= Madadingu/周春玉總編

輯  .-- 花 蓮 縣  : 花 縣 北 濱 國 小 , 

11007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9-50-8 (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 

旅行遊戲起飛囉/Céline Potard 作; 張

之逸翻譯 .-- 二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禾



126 

 

流文創, 11007 .-- 52 面; 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28-98-0 (活頁裝)  

夏夜/楊喚詩; 黃本蕊圖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愛米粒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12-0-9 (EPUB)  

夏夜/楊喚詩; 黃本蕊圖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愛米粒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12-3-0 (PDF)  

海底馬戲團/Mairi Mackinnon 作; Ben 

Mantle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

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10-6 (精裝)  

鬼門開/蘇雅雯文字.繪圖 .-- 雲林縣 : 

雲縣府, 11006 .-- 21 面; 21X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50-08-9 ( 平 裝 ) 

NT$299  

閃亮動物王國亮片書 /North Parade 

Publishing Ltd 作; 風車編輯群翻譯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8 .-- 

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

658-1 (精裝)  

神祕先生 /Mairi Mackinnon 作; Fred 

Blunt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

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13-7 (精裝)  

海盜帕特/Mairi Mackinnon 作; Mike, 

Carl Gordon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禾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28-99-7 (精裝)  

時間與錢幣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98-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99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紙箱好好玩/許玲慧文; 吳若嫻圖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 面; 

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43-

6 (平裝)  

恐龍奇幻之旅,找找看走迷宮套書 : 

找找看，讓專注力變好了!走迷宮,培

養思考力!/找鳥兒, 牟悠然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32-0 (全套:精裝) 

NT$650  

第一個登陸月球的河馬 /大衛.威廉

(David Walliams)著; 東尼.羅斯(Tony 

Ross)繪; 謝雅文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13-0 (EPUB)  

陪我長大的動物朋友!可愛的小乳牛

/YOYO studio 作; 廖佳儀譯 .-- 新北

市 : 禾流文創, 11007 .-- 8 面; 21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8-94-2 (精

裝) NT$299  

陪我長大的動物朋友!可愛的小熊熊

/YOYO studio 作; 廖佳儀譯 .-- 新北

市 : 禾流文創, 11007 .-- 8 面; 21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8-93-5 (精

裝) NT$299  

動 物 合 唱 團 / 大 衛 . 威 廉 (David 

Walliams)著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繪; 

謝雅文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12-3 

(EPUB)  

深夜的動物園 /Mairi Mackinnon 作 ; 

John Joven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禾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08-3 (精裝)  

動物新社區/Emma 文; 陳銘竹圖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 面; 

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34-

4 (平裝)  

動物遊戲狂歡囉/Céline Potard 作; 張

之逸翻譯 .-- 二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禾

流文創, 11007 .-- 52 面; 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28-95-9 (活頁裝)  

彩虹童年. 3, 一起唱兒歌感謝有你們

/李松年, 江吉工作室詞曲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07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6-84-9 (精裝)  

彩虹童年. 3, 十二生肖的社區/張雅

婷文; 邱政芬圖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6-86-3 (精裝)  

彩虹童年. 3, 三隻小豬的家/張雅婷

文; 邱政芬圖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07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6-87-0 (精裝)  

彩虹童年. 3, 比賽前的石頭湯/張雅

婷, 黃晨迪文; 邱政芬圖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07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6-85-6 (精裝)  

彩虹童年. 3, 農場上的布萊梅樂團/

張雅婷文; 邱政芬圖 .-- 臺北市 : 何

嘉仁, 11007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6-88-7 (精裝)  

莫斯小姐的巴士/Mairi Mackinnon 作; 

Steve Simpson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禾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01-4 (精裝)  
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/鹿島建設株式

會社監修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熊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593-49-0 (全套:精裝) NT$1400  
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: 大樓/鹿島建

設株式會社監修; 李彥樺譯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63-6 (EPUB)  
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: 大樓/鹿島建

設株式會社監修; 李彥樺譯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64-3 (PDF)  

探險家旅行圖誌: 歷史上的僧侶、自

然學家和旅人的世界遊記/伊莎貝.明

霍斯.馬汀(Isabel Minhόs Martins)文; 

貝納多.卡瓦赫(Bernardo P. Carvalho)

圖; 張淑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步步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9380-94-2 (PDF)  

博士、布都與我/李潼著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5905-8 (EPUB)  

博士、布都與我/李潼著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5919-5 (PDF)  

椅子會唱歌?/管家琪著; 郭莉蓁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9-239-8 (PDF)  

就是不吃紅蘿蔔/陳玟妤文; 張麗真

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

面 ; 21X19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42-9 (平裝)  

喜悅的祝福/Jean-Jacques Gabriel 作; 

Rollie, Manila 插 圖  .-- 臺 中 市  : 

NunoFelt Studio, 11006 .-- 23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7-16-2 (平

裝) NT$350  

超級旅行家/吳曉雯文; 邱千容圖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 面; 

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41-

2 (平裝)  

創意剪貼畫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94-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95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童話遊戲開始囉/Céline Potard 作; 張

之逸翻譯 .-- 二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禾

流文創, 11007 .-- 52 面; 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28-96-6 (活頁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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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意撕貼畫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96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97-9 (第 2 冊:平裝)  

節日繪本 /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773-63-7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1600  

達克比辦案. 10, 鬼屋美人魚: 人類構

造的演化與返祖現象/胡妙芬文; 柯

智元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051-8 (EPUB)  

遇見我的天使男孩/王家珍著; 陳佳

蕙繪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37-4 

(PDF)  

遇見我的天使男孩/王家珍著; 陳佳

蕙繪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38-1 

(EPUB)  

跟著福爾摩斯去辦案: 推理演繹偵探

遊戲. 2/啟得文化作 .-- 新北市 : 啟得

創意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48-1-2 (EPUB)  

愛數數 1-10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5-89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5-90-2 (第 2 冊:平裝)  

愛數數 1-5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3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5-91-9 (平裝)  

壽司大相撲/Ahn Masako(アンマサコ)

著 ; 陳冠貴譯  .-- 臺中市  : 晨星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16-1 (EPUB)  

壽 司 大 相 撲 : 玉 子 燒 力 士 /Ahn 

Masako(アンマサコ)著; 王蘊潔譯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9-17-8 (EPUB)  

壽 司 大 相 撲 : 鮪 魚 大 腹 力 士 /Ahn 

Masako(アンマサコ)著; 陳冠貴譯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9-18-5 (EPUB)  

壽 司 大 相 撲 : 鮮 蝦 力 士 /Ahn 

Masako(アンマサコ)著; 王蘊潔譯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9-19-2 (EPUB)  

遠足/艾莉森.法雷爾(Alison Farrell)文.

圖; 羅吉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

畝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4-33-6 (PDF)  

遠足/艾莉森.法雷爾(Alison Farrell)文.

圖; 羅吉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

畝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4-35-0 (EPUB)  

瘋狂學園/Mairi Mackinnon 作; John 

Joven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

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09-0 (精裝)  

綠野仙蹤/李曼.法蘭克.包姆作; 郭子

琳 朗 讀  .-- 臺 北 市  : 時 報 文 化 , 

11006 .-- 約 34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70-0 ( 線 上 有 聲 書

(WAV)) NT$350  

綠野仙蹤/李曼.法蘭克.包姆作; 郭子

琳 朗 讀  .-- 臺 北 市  : 時 報 文 化 , 

11006 .-- 約 34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71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350  

*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/

吳祥敏著; 夏吉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6724-4-2 (全套:

平裝) NT$960  

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/

吳祥敏著; 夏吉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724-9-7 

(EPUB)  

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/

吳祥敏著; 夏吉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3-0-0 (PDF)  

墓 園 女 孩 / 麗 莎 . 湯 普 森 (Lisa 

Thompson)著; 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487-58-9 (EPUB)  

墓 園 女 孩 / 麗 莎 . 湯 普 森 (Lisa 

Thompson)著; 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487-60-2 (PDF)  

夢想的城堡/容兒著; 楊雅茹圖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7 .-- 36 面; 
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27-

9 (精裝)  

熊熊搖滾樂/Lesley Sims 作; Andrew 

Rowland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
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03-8 (精裝)  

榕樹綠天使/陳淑華文; 邱千容圖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20 面; 

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9-38-

2 (平裝)  

漢聲精選世界兒童數學叢書. 第三輯

/大衛.愛德樂(David A. Adler)等作; 漢

聲雜誌社譯 .-- 臺北市 : 英文漢聲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88-562-

5 (全套:精裝) NT$4050  

漢聲精選世界兒童數學叢書. 第四輯

/克萊德.華特生(Clyde Watson)等作; 

漢聲雜誌社譯 .-- 臺北市 : 英文漢聲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88-563-

2 (全套:精裝) NT$4050  

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7-10 套書/王文華, 

賴以威作; 黃哲宏, 楊容繪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8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05-054-9 (全套:

平裝) NT$1200  

撒種人(新改版)/保羅.佛萊希曼(Paul 

Fleischman)著; 紅膠囊繪; 李毓昭譯 .-

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09-11-6 

(EPUB)  

魯賓遜漂流記/丹尼爾.笛福著 .-- 新

北市 : 大智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10-3-4 (PDF)  

戰 火 下 的 小 花 / 黛 博 拉 . 艾 里 斯

(Deborah Ellis)原著; 諾拉.托美(Nora 

Twomey)改編; 李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16-9 (PDF)  

賴床鬼的故事/林加春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少年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4-7-9 (EPUB)  

賴爸爸的數學實驗: 12 堂生活數感

課/賴以威作; 張睿洋繪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196-1 (EPUB)  

學前記憶力訓練 500 題/王雯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6630-8-2 (全套:

平裝)  

學 校 裡 有 蛇 / 大 衛 . 威 廉 (David 

Walliams)作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繪; 

謝雅文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14-7 

(EPUB)  

錯覺偵探團. 1, 神祕月夜的寶石小偷

/藤江純作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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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采實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479-1 (EPUB)  

錯覺偵探團. 1, 神祕月夜的寶石小偷

/藤江純作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482-1 (PDF)  

錯覺偵探團. 2, 鬧鬼坡失蹤案/藤江

純作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480-7 (EPUB)  

錯覺偵探團. 2, 鬧鬼坡失蹤案/藤江

純作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483-8 (PDF)  

應用問題前導: 新數學/楊惠君執行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5-

94-0 (平裝)  

鮭魚大王/施政廷文.圖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兵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81-13-8 (PDF)  

糟糕!吵到鄰居了/李妙信(이묘신)文; 

鄭鎭姬(정진희)圖; 魏嘉儀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31-6 (PDF)  

騎 士 之 戰 /Lesley Sims 作 ; Lee 

Cosgrove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
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12-0 (精裝)  

藝術好好玩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9-88-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7019-89-4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9-90-0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9-91-7 
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19-

92-4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93-1 (第 6 冊:平裝)  

關燈!開燈!/許玲慧, 李雀美文; 何雲

姿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7 .-- 

20 面; 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9-35-1 (平裝)  

繽紛公主派對亮片書 /North Parade 

Publishing Ltd 作; 風車編輯群翻譯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8 .-- 

10 面; 18X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23-657-4 (精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= Baby's adventure/鄧

立平, Paul O'Sullivan, Christiana Lee, 

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, Yen-Ling 

Chiu, Yu-Ching Chen 主編 .-- 第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11008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52-630-9 (全套:

精裝)  

寶寶認知黏貼書/詹馨婷作 .-- 新北

市 : 人類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0773-21-7 (全套:活頁裝)  

寶寶認知黏貼書: 日常生活/詹馨婷
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1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17-0 

(活頁裝) NT$220  

寶寶認知黏貼書: 可愛動物/詹馨婷
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1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16-3 

(活頁裝) NT$220  

寶寶認知黏貼書: 交通工具/詹馨婷
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1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18-7 

(活頁裝) NT$220  

寶寶認知黏貼書: 認識顏色/詹馨婷
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1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19-4 

(活頁裝) NT$220  

寶寶認知黏貼書: 趣味形狀/詹馨婷
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1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20-0 

(活頁裝) NT$220  

魔法十年屋. 1, 想不想試試時間的魔

法?/廣嶋玲子文; 佐竹美保圖; 王蘊

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043-3 (PDF)  

魔法十年屋. 2, 我把時間送給你/廣

嶋玲子文; 佐竹美保圖; 王蘊潔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44-0 

(PDF)  

魔咒不靈公主 1-7/伊莉莎白.道森.貝

克 (E. D. Baker)著; 陳思因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521-495-1 (全套:

平裝) NT$1750  

魔法變裝盒/Mairi Mackinnon 作; Kate 

Sheppard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
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00-7 (精裝)  

飆風農場/Mairi Mackinnon 作; Mike, 

Carl Gordon 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禾流文創, 11008 .-- 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05-2 (精裝)  

戰 火 下 的 小 花 / 黛 博 拉 . 艾 里 斯

(Deborah Ellis)原著; 諾拉.托美(Nora 

Twomey)改編; 李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15-2 (EPUB)  

漫畫書 

18 歲、新妻、不倫。/渡邊志穗作; 
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624-

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25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24 小時,貼身照顧你/千葉リョウコ

作 ; 曾怡華譯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08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25-6 (平裝) NT$140  

31☆idream. 7/種村有菜作 ; 秦不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45-2 

(PDF)  

31☆idream. 7/種村有菜作 ; 秦不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58-2 

(EPUB)  

辻英司不談戀愛/rasu 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529-4 (EPUB)  

Act Out 冰上戰爭/冬房承作; Shion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29-4 (上冊:平裝) 
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7330-0 

(下冊:平裝) NT$140  

BADON 天堂菸館/小野夏芽作; 厭世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0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88-4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  

Bhaisajyaguru Buddha Merits 

Sutra(comic edition)/illustrations by 

Terry Lim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, 

11007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75-5-6 (平裝)  

BLACK TIGER 黑虎/秋本治作; 林佳

祥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66-

2 (第 5 冊:平裝) NT$140  

BORUTO: SAIKYO DASH 

GENERATIONS-最強狂奔世代/平健

史作; 曾怡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309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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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(第 3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10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100  

bros.兄弟之愛/トビワシオ作; 刻托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8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33-1 

(平裝) NT$140  

citrus+: 柑橘味香氣 PLUS/サブロウ

タ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7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271-6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 

Cocoon 繭: 沖繩姬百合隊的血色青

春= Cocoon コクーン/今日町子著; 

黃鴻硯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

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5-989-1 (平裝) NT$300  

Coffee & Vanilla 咖啡和香草/朱神寶

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99-5 (第 6 冊:平裝)  

Discourse on the ten wholesome ways of 

actions(comic version)/illustrations by 

Terry Lim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, 

11007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75-4-9 (平裝)  

Dr.STONE 新石紀/稲垣理一郎原作; 

Boichi 作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292-1 ( 第 21 冊 :平裝 ) 

NT$100  

DRAGON BALL 超 七龍珠超. 14/鳥

山明原作; とよたろう漫畫; 吳勵誠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60-0 (EPUB)  

EDENS ZERO 伊甸星原. 13/真島浩

作 ; 吳勵誠譯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248-8 (EPUB)  

ENNEAD 九柱神. season 1. I. 第一部

/Mojito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

出版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494-277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380 .-- 

ISBN 978-986-494-278-7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494-279-4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380  

ENNEAD 九柱神. season 1. I. 第一部

/Mojito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

出版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494-280-0 (全套:平裝) NT$1380  

ENNEAD 九柱神. season 1. II. 第二部

/Mojito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

出版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494-281-7 (第 4 冊:平裝) NT$380 .-- 

ISBN 978-986-494-282-4 (第 5 冊:平裝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494-283-1 

(第 6 冊:平裝) NT$380  

ENNEAD 九柱神. season 1. II. 第二部

/Mojito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

出版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494-284-8 (全套:平裝) NT$1380  

EVENING DINER 夜晚的餐館/まり

ぱか作; 巫白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08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5697-1 (平裝)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特異點. IV, 禁忌降臨庭園 塞勒姆 

異端塞勒姆/TYPE-MOON 原作; 大森

葵作畫; 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9 .-- 200 面; 17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06-2 (第 2 冊:平裝)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特異點. IV, 禁忌降臨庭園 塞勒姆 

異端塞勒姆. 2/TYPE-MOON 原作; 大

森葵作畫; 弁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648-2 (EPUB)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 特 異 點 EX 深 海 電 腦 樂 土 

SE.RA.PH. 3/TYPE-MOON 原作; 西

出ケンゴロー漫畫; 九流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665-5 

(EPUB)  

Fate/Grand Order 漫畫精選集/TYPE-

MOON 原作; 内藤隆, 高槻ナギー, 

無望菜志 , 虎助遥人等漫畫 ; Demi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8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30-0 (第 14 冊:平裝)  

Get Ready?: 準 備 好 了 ?/MAKI 

MINAMI 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16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34-6 (第 1

冊:平裝)  

HELLO MORNING STAR. 2/倉橋ト

モ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242-6 (EPUB)  

HOUSEBACKER 心之歸屬/夏目維朔

作 ; 蔡夢芳譯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237-2 (EPUB)  

HxHxH 激烈 x 狂熱 x 真心/直江犀作; 

李其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46-1 (平裝) NT$140  

Kitchen God's revelation to Yu Jing 

Yi(comic version)/illustrations by Terry 

Lim .-- 新北市  : 玄奘 印刷文 化 , 

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75-2-5 (平裝)  

Liaofan's 4 precepts(comic 

version)/illustrations by Terry Lim .-- 新

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, 11007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5-3-

2 (平裝)  

LOOP 支配者. 2/何振奇作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93-5 (EPUB)  

MF GHOST 燃油車鬥魂/重野秀一作; 
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01-0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30  

Omega 的樂園/ほわこ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069-9 (EPUB)  

One Chance!. 1/そらと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066-8 (EPUB)  

ONE PIECE 航海王. 98/尾田栄一郎

作 ; 許任駒譯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253-2 (EPUB)  

Over Line 越線/まつだいお作; 瓜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

2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30-8 (平裝)  

PUI PUI 天竺鼠車車 塞車了是誰的

錯?/見里朝希, シンエイ動画監修; 

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38-6 (精裝) NT$260  

Scapegoat Baby 有點不可思議的戀愛

故事/まくの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067-5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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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NoALICE 死亡愛麗絲/ヨコオタロ

ウ原作; ヒミコ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44-7 (第 1

冊:平裝) NT$140  

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/遠藤達哉

作 ; 陳姿君譯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287-

7 (第 7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99-7 (第 7 冊:平裝首刷限定

版) NT$270  

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. 6/遠藤達

哉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261-7 (EPUB)  

Sweet home/金坎比文字; 黃英璨圖

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178-

4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

179-1 (第 4 冊:平裝)  
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Kiss and 

fly/川原礫原作; べっこうリコ漫畫; 

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96-9 (第 1 冊:平裝)  

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

異世界無雙 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

來!/天河信彦原作; 蒼木雅彥作; 吊

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8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04-1 (第 1 冊:平裝)  

The Original Vows of Ksitigarbha 

Bodhisattva Sutra(full color comic 

version)/illustrations by Terry Lim .-- 新

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, 11007 .-- 51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5-1-

8 (平裝)  

XXX 的關係. 1/中路有紀作; KIYO.D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69-8 

(EPUB)  

XXX 的關係. 1/中路有紀作; KIYO.D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72-8 

(PDF)  

＃異世界打卡。: 按讚!就能變強的

作弊無雙/Eisuke Kawata 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41-6 (EPUB)  

一起搭捷運,好嗎?/SALLY 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7 .-- 16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4-0-

5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 

二分之一的心碎/後藤美沙紀作; 陳

品孜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970-9 (PDF)  

十年之後,那天的那場雨。/幸田みう

作; 揪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28-5 (平裝)  

人形之國= 人形の国/貳瓶勉作; 李文

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季國際, 

11006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661-41-7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 

人妻女大學生的淫蕩性愛戀: 看到年

輕男生的棒棒就讓我…/西川孔人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55-2 (EPUB)  

人妻家政婦今天也在激烈嬌喘…/こ

ろすけ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27-0 

(EPUB)  

人氣王子的戀愛指令 /青丸夏々作 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37-7 (平裝)  

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

巨乳 JK. 1/ちる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8-32-9 (EPUB)  

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

巨乳 JK. 1/ちる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8-45-9 (PDF)  

才 不 會 愛 上 炮 友 / 井 伊 イ チ ノ 作 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44-5 (PDF)  

才 不 會 愛 上 炮 友 / 井 伊 イ チ ノ 作 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57-5 (EPUB)  

工作血小板/柿原優子原作; ヤス漫

畫; 冰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

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286-0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  

工作細胞 BLACK. 5/原田重光原作; 

初嘉屋一生漫畫; 張紹仁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239-6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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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00-3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 

大伯偷偷夜襲我,從此被迫成為性奴

隸瘋狂高潮無數次!/八月薫畫; 粕谷

秀夫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064-4 (EPUB)  
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
好/三嶋与夢原作; 潮里潤作; 王啟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605-5 (第 4 冊:平裝)  
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
好. 4/潮里潤作; 三嶋与夢原作; 王啟

華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49-9 

(EPUB)  

小林家的龍女僕 艾瑪的 OL 日記/ク

ール教信者原作; カザマアヤミ漫畫; 

依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90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小林家的龍女僕: 艾爾瑪的 OL 日記. 

2/クール教信者原作; カザマアヤミ

漫畫 ; 依文譯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650-5 (EPUB)  

大叔們請贊助我: 拜託再插更深一點,

爸爸活超級舒服/庭トリ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073-6 (EPUB)  

大叔戀上快遞小哥/ミマ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28-7 (EPUB)  

女校之星/和山やま作; 翁蛉玲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6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24-9 (第 1

冊:平裝) NT$140  

大黑暗/林田球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208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38-4 

(第 3 冊: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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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說家與家政夫/梶ヶ谷ミチル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078-1 (EPUB)  

小鎮女醫已被野獸鎖定/はちくもり

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57-6 (EPUB)  

木嶋哥哥想同居/桃季さえ作; 趙秋
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68-

6 (平裝) NT$140  

犬山玉姬才不可能輸給跟馬一樣大

的雞○吧!!/あらと安里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8-33-6 (EPUB)  

犬山玉姬才不可能輸給跟馬一樣大

的雞○吧!!/あらと安里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8-46-6 (PDF)  

天下布魔遊戲設定集/侍達遊戲藝術

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008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727-0 (平裝)  

今天不上班. 12/藤村真理作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38-9 (EPUB)  

公公的大肉棒人家好喜歡: 與公公在

溫泉鄉的意亂情迷 /フジツナ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052-1 (EPUB)  

公司的小小前輩 /斎創作 ; 陳瑞璟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44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28-7 

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厄里斯的聖杯/常磐くじら原作; 桃

山ひなせ漫畫; 賴詠新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9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94-2 (第 2

冊:平裝)  

厄里斯的聖杯 . 2/常磐くじら (GA 

NOVEL/SB Creative Corp.)原作; 桃山 

ひなせ漫畫; 賴詠新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639-0 (EPUB)  

不那麼燦爛也沒關係/龍葵著; 曾晏

詩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大田 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179-673-

4 (第 1 冊: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-

986-179-674-1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179-675-8 

(第 3 冊:平裝) NT$380  

化物語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作; 

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95-9 (第 1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化物語. 11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

作 ; 蔡夢芳譯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250-1 (EPUB)  

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. 2/浜千鳥

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668-6 (EPUB)  

不要死啊!明日川同學/高畑弓作; 志

野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8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48-5 (第 1 冊:平裝)  

不要死啊!明日川同學. 1/高畑弓作; 

志野忍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52-2 

(EPUB)  

不要碰我,α 君/上原あり作; 何硯鈴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614-7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615-4 (下

冊:平裝)  

不要碰我,α 君. 上/上原あり作; 何

硯鈴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01-7 

(EPUB)  

不要碰我,α 君. 下/上原あり作; 何

硯鈴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07-9 

(EPUB)  

王城綺事錄/賴安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61-4 (第 1 冊:平裝)  

片桐!妳擋住巨乳了!. 1/TALI 作; 楊

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663-1 (EPUB)  

片桐!妳擋住巨乳了!. 2/TALI 作; 楊

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664-8 (EPUB)  

不倫食堂. 10/山口讓司作; 謝子庭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56-3 (EPUB)  

不能說的內幕/秋葉東子作; 鄭世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

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32-2 (平裝)  

心神蕩漾的雙唇 more melty/高崎ぼ

すこ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8 .-- 24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31-7 (平裝) NT$140 .-- 

ISBN 978-957-26-7400-0 (平裝首刷限

定版) NT$200  

五等分的新娘(全彩版). 3/春場葱作; 

賴瑞琴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40-2 

(EPUB)  

不當哥哥了!/ねことうふ作 ; 刻托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6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84-6 

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  

不道德調教: 年輕外祖父的懲罰時間

/緋真く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059-0 

(EPUB)  

今際之國的闖關者. 10/麻生羽呂作; 
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49-5 

(EPUB)  

巴爾札的軍靴/中島三千恒作; 方郁
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69-

3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30  

勿說是推理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95-

9 (第 6 冊:平裝)  

勿說是推理. 6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47-5 (EPUB)  

火鳳燎原(珍藏版)/陳某編.繪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12-6 ( 第 22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13-3 (第 22 冊:平

裝首刷附錄版)  

不適合有秘密的職業. 上/金井桂作; 
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58-7 

(EPUB)  

不適合有秘密的職業. 下/金井桂作; 
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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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59-4 

(EPUB)  

牙醫生,我硬起來了!/山崎將作; 秦不

虫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08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98-8 (第 1 冊:平裝)  

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

有我知道。/紺矢ユキオ作; 吊木光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8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02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六疊一魔/鹿島初作; 逝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194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46-1 

(第 1 冊:平裝)  

六疊一魔. 1/鹿島初作; 逝人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54-6 (EPUB)  

不讓我抱我就不放手!/くまのぬい

著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60-7 (EPUB)  

幼女戰記. 19/カルロ.ゼン原作; 東條

チカ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672-3 (EPUB)  

幼女戰記. 20/カルロ.ゼン原作; 東條

チカ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673-0 (EPUB)  

功夫旋風兒(愛藏版). 6/蛭田達也作; 

冰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241-9 

(EPUB)  

平行天堂/岡本倫作; 賴韋先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26-7294-5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7295-2 

(第 14 冊:平裝) NT$130  

生而為 GAY,那又如何: 在同志酒吧

長大的我們. vol.2/もちぎ作; 平川遊

佐譯  .-- 1 版 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8-952-5 (EPUB)  

生而為 GAY,那又如何: 在同志酒吧

長大的我們. vol.2/もちぎ作; 平川遊

佐譯  .-- 1 版 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8-964-8 (PDF)  

只吃貓飯的男人/米索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176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85-8 (平裝)  

加奈子的幸福殺手生活/若林稔弥作; 

倪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89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加奈子的幸福殺手生活. 2/若林稔弥

作; 倪湘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46-8 

(EPUB)  

他的命運因為偷窺而改變 /虻玖作 ; 
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84-1 (平裝)  

世界上最完美的求婚: 妳就是我的一

切/石川トミー, 逢見るい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192-4 (EPUB)  

世界末日與柴犬同行/石原雄作; 蒼

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98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出租女友/宮島禮吏作; 蔡夢芳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07-2 (第 21

冊:平裝) NT$100  

出租女友. 15/宮島禮吏作; 蔡夢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57-0 (EPUB)  

白鳥的新娘/東野海作; 加奈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22-5 (平裝) 

NT$140  

只聞其聲不見其淚的雨濡之鴉/ウノ

ハナ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068-2 (EPUB)  

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. 3/はっせん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68-34-3 

(EPUB)  

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. 3/はっせん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47-3 (PDF)  

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. 5/歐莎.葉

克斯托姆(Åsa Ekström)作; 一杞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83-9 

(EPUB)  

自大名流與專屬 JK/秦なつは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189-4 (EPUB)  

在小拇指上融化的紅線: 命中註定的

對象居然是他!?/麩沢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567-6 (EPUB)  

老 夫 老 妻重 返 青春 . 2/ 新挑 限作 ; 

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669-3 (EPUB)  

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. 3/真木蛍五

作 ; 蔡妃甯譯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244-0 (EPUB)  

在有著兄弟制度的不良學園,今天也

被逼迫結義 /赤井白斑作 ; 魏嫚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

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39-1 (平裝)  

如何跟你愛愛/夏尾作; Yun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21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87-4 

(平裝)  

如何跟你愛愛/夏尾作; Yun 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08-6 (EPUB)  

各位戀愛中的打工族們!/水野美波作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26-1 (平裝)  

同居生活 and YOU/幾花にいろ作; 

陳瑞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13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37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如果能填補未曾擁有的愛情/せんみ

つ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07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35-3 (平裝)  

此花綺譚/天乃咲哉作; 李殷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44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92-

8 (第 6 冊:平裝)  

此花綺譚. 6/天乃咲哉作; 李殷廷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40-6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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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為被愛也 想愛 !/鰤尾みちる作 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40-7 (PDF)  

因 為被愛也 想愛 !/鰤尾みちる作 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53-7 (EPUB)  

血界戰線 Back 2 Back/内藤泰弘作; 

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87-2 (第 8 冊:平裝)  

老師,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!!/イガラ

シユイ作; 洪兆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45-4 (第 4 冊:平裝)  

老師,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!!. 4/イガ

ラシユイ作; 洪兆賢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555-3 (EPUB)  

老師不是便器。. 2/ホン・トク作 .-- 

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68-35-0 (EPUB)  

老師不是便器。. 2/ホン・トク作 .-- 

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68-48-0 (PDF)  

自從去了同人展出差編輯部之後妻

子的樣子變得有點…/ひらり作 .-- 

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68-36-7 (EPUB)  

自從去了同人展出差編輯部之後妻

子的樣子變得有點…/ひらり作 .-- 

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68-49-7 (PDF)  

休假的壞人先生/森川侑作; 伶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3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93-

5 (第 3 冊:平裝)  

休假的壞人先生. 3/森川侑作; 伶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44-4 (EPUB)  

向陽之戀/李崇萍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65-2 (第 1 冊:平裝)  

多麼美妙無比的職場: 雖然我是菜鳥,

但工作跟戀愛(?)都會加油!/キカイ

ニンゲン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070-5 

(EPUB)  

地獄遊行/布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原動力, 11008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59-8-9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220  

地獄樂. 9/賀来友治作; 蔡妃甯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262-4 (EPUB)  

先養狗,然後…...養了貓/谷口治郎作; 

高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7-18-5 (EPUB)  

如蝶翩翩/최종훈作; 지민漫畫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8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

700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多謝款待、處女櫻桃/GO 毛力作; 魏

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41-4 (PDF)  

多謝款待、處女櫻桃/GO 毛力作; 魏

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54-4 (EPUB)  

妖幻三重奏/矢吹健太朗作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280-8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314-0 

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10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64-5 (第 3 冊:平裝

首刷限定版) NT$120  

你 太 崇 拜 我 了 。 / 相 野 コ コ 作 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42-1 (PDF)  

你 太 崇 拜 我 了 。 / 相 野 コ コ 作 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55-1 (EPUB)  

住 在 1K 公 寓 的 王 子 殿 下 return 

home/大和名瀬作; 流川昴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7 .-- 

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

746-4 (平裝)  

吸血鬼騎士 memories/樋野茉理作 ; 

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78-0 (第 6 冊:平裝)  

弟弟的溺愛太暴走: 混血兒義弟用炙

熱的手指撫摸我的小穴 /加速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085-9 (EPUB)  

村祀/山口讓司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26-7275-4 ( 第 10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7276-1 

(第 11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-

957-26-7277-8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7278-5 

(第 13 冊:平裝) NT$130  

妖怪、寵溺 /黑兔桃花作 ; 鄭世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

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21-6 (平裝)  

我的上司是 G 罩杯: 令人受不了的

深夜加班福利/高田ロノジ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187-0 (EPUB)  

我的少年/高野ひと深作; 倪湘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69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91-

1 (第 8 冊:平裝)  

我的少年. 8/高野ひと深作; 倪湘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38-3 (EPUB)  

我的快樂小惡魔!/平喜多柚也作; 蘇

涵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08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700-8 (平裝)  

我的朋友♂♀可愛到讓人困擾!. 3/太

田顕喜原作;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; Y.S.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670-9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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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7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43-3 (第 3 冊:平裝)  

我的英雄有很多秘密/ハシモトミツ

作; 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5643-8 (PDF)  

我的英雄有很多秘密/ハシモトミツ

作; 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5656-8 (EPUB)  

即刻墮落!今晚也被睡魔襲擊了。

(※性方面的意思)/ごうま作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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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076-7 (EPUB)  

我的龍王子/春野アヒル作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45-4 

(平裝) NT$140  

妖怪戀上小說家 /丹野ちくわぶ作 ; 

KUMAK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688-7 (EPUB)  

快為北條麗寫出戀愛小說!/ナカノ.

ザワ作; 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08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4-706-5 (第 1 冊:平

裝)  

你是我的 β/アサナエアラタ作; 游

若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8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26-3 (平裝)  

我要開動了 ,吸血鬼 /虻玖作 ; 柚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

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95-7 (平裝)  

身為惡魔的我,不可以戀愛嗎?/兎茶

まる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190-0 (EPUB)  

我倆的愛巢 2nd/南月ゆう作; 澤野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66-9 (全套:平裝) 

NT$420  

我們對如何愛愛一無所知/喃羽ナミ

コ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530-0 

(EPUB)  

我們談不了 BOY'S LOVE/上田にく

作 ; 張芳馨譯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08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47-8 (平裝) NT$14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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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市 : 青文, 11009 .-- 220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98-0 (第 3 冊:平裝)  

我推的孩子. 3/赤坂アカ原作; 橫槍

メンゴ漫畫; 林香吟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637-6 (EPUB)  

把這個插進去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

到 5 萬了對吧!?/たかみや作 .-- 臺北

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68-37-4 (EPUB)  

把這個插進去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

到 5 萬了對吧!?/たかみや作 .-- 臺北

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68-50-3 (PDF)  

我跌的坑中神確實存在/真田つづる

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687-7 (EPUB)  

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。 /倉橋トモ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188-7 (EPUB)  

我與城隍的 49 天/蝦米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176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702-2 (第 1

冊:平裝)  

你懂的吧,派對咖?/Ao Yuki 作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61-4 (EPUB)  

花/松本大洋作; 黃鴻硯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8 .-- 8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20-8 

(精裝)  

東方智靈奇傳: 犯規偵探悟/ZUN 原

作; 銀木犀漫畫; 蘇聖翔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6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83-6 (第 1

冊:平裝)  

東方智靈奇傳: 犯規偵探悟. 1/ZUN

原作; 銀木犀漫畫; 蘇聖翔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636-9 (EPUB)  

金田一 37 歳之事件簿/天樹征丸原

作; 佐藤文也漫畫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04-1 (第 10 冊:平

裝) NT$130  

阿宅的戀愛太難/ふじた作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2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64-8 

(第 10 冊:平裝) NT$140  

來自深淵 官方創作集/竹書房作; 伶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599-7 (第 3 冊:平裝)  

來自深淵: 官方創作集. 3/竹書房作; 

伶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31-4 

(EPUB)  

來自獅之國(特裝版)/博士作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53-9 

(平裝) NT$180  

直男上司 ,30 天的開發方法 /Nanao
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62-1 (EPUB)  

姊姊. 5/飯田ぽち。作; Y.S.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688-4 

(EPUB)  

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/柚木 N'作; 逝

人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09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96-6 (第 2 冊:平裝)  

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. 2/柚木 N 作; 

逝人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09-3 

(EPUB)  

東京白日夢女 /東村明子著 ; Gozira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空文化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7633-7-

0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97633-8-7 (第 9 冊:平裝)  

怪怪守護神 /浜田義一作 ; 翁蛉玲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6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98-3 

(第 27 冊:平裝) NT$100  

兩性花: 相互糾纏的命運/キラト瑠

香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62-0 (EPUB)  

怪物社會/爛貨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原動力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54-1-2 (EPUB)  

爸爸活什麼的沒有參加就好了/ふら

つ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68-39-8 

(EPUB)  

爸爸活什麼的沒有參加就好了/ふら

つ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52-7 (PDF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1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5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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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岸島 48 天後.... 10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9-3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11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71-6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12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70-9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13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59-4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14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0-0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15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58-7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2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4-8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3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7-9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4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6-2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5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8-6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6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1-7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7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3-1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8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57-0 (EPUB)  

彼岸島 48 天後.... 9/松本光司作; 林

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62-4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1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79-2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10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72-3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11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77-8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12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76-1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13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78-5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14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73-0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15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75-4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16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74-7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2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80-8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3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84-6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4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83-9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5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86-0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6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87-7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7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82-2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8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81-5 (EPUB)  

彼岸島 最後的 47 天. 9/松本光司作; 

林武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85-3 (EPUB)  

炎炎消防隊 /大久保篤作 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82-2 

(第 29 冊:平裝) NT$100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/天城ケ

イ原作; 加藤吉江漫畫; 鄭世彬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224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705-

3 (第 6 冊:平裝)  

青春播放不間斷 /水瀨藍作 ; 蘇涵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

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79-7 (第 4 冊:平裝)  

兩個人的時間 /おにお作 ; 吊木光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7 .-- 13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38-9 (第 2 冊:平裝)  

狐狸夫婿/れもんえんど作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74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41-6 

(平裝) NT$140  

青梅竹馬在密室中高潮...: 讓人陶醉

的濃厚貼身 SEX/黒瀬りぶ作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33-1 (EPUB)  

咒術迴戰/芥見下々作; 張紹仁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03-4 (第 16 冊 :平裝 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401-7 

(第 16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3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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咒術迴戰. 14/芥見下々作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54-9 (EPUB)  

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. 2/

黒葉だむ作  .-- 臺北市  : 買動漫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38-1 (EPUB)  

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. 2/

黒葉だむ作  .-- 臺北市  : 買動漫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51-0 (PDF)  

和黑辣妹的貼身泳池 SEX!: 放學後

瘋狂上床委員會/めぎ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531-7 (EPUB)  

性愛狂人 粉絲不懂偶像的黑/三月未

来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53-8 (EPUB)  

亞爾斯蘭戰記/荒川弘, 田中芳樹作; 
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17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02-7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00  

放學後堤防日誌. 5/小坂泰之作; 洪

兆賢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568-3 

(EPUB)  

拍攝結束後讓我吃掉你?/山森ぽて

と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532-4 

(EPUB)  

咦...在廚房裏!?: 和青梅竹馬做愛。/

南 乃 映 月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534-8 (EPUB)  

為了女兒,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。

/CHIROLU 原作; ほた。漫畫; 楊采

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8 .-- 17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12-6 (第 6 冊:平裝)  

軍人流求婚: 橫跨百年的穿越姻緣譚

/萩原ケイク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054-5 

(EPUB)  

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. 6/三部敬作; 

爬格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684-6 (EPUB)  

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. 7/三部敬作; 

爬格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692-1 (EPUB)  

染上你的色彩/梅田みそ作; 曾怡華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49-2 

(平裝) NT$140  

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!?. 8/蘇募ロウ

作; 泪紫音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8-953-2 (EPUB)  

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!?. 8/蘇募ロウ

作; 泪紫音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8-965-5 (PDF)  

後來,我終於觸碰到你/ときたほのじ
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62-4 (EPUB)  

風雨.平息/上田アキ作; 吳美嬅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27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48-5 (平裝) 

NT$140  

帥到無法談戀愛的男人 /リオナ作 ; 

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39-3 (平裝) NT$140  

首麻里傳奇/手塚治虫原作; 章澤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7 .-- 25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39-6 (第 2 冊:平裝)  

帝都初戀心中/蜜樹海湖作; 優希米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

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86-5 (第 7 冊:平裝)  

帝都聖杯奇譚 Fate/type Redline. 1/経

験値, TYPE-MOON 原作; 平野稜二

漫畫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66-2 (EPUB)  

看著我的眼睛高潮: 下班後、濕漉身

體收到命令/時計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535-5 (EPUB)  

飛翔的魔女 /石塚千尋作 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68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93-8 

(第 10 冊:平裝) NT$100  

柘植義春漫畫短篇集 /柘植義春作 ; 

黃碧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
化 , 11008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11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380 .-- 

ISBN 978-986-0777-12-3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0777-13-0 

(全套:平裝)  

怎麼可能讓你上!: 同期的對手用愛

把我逼入絕境 /山本ともみつ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64-5 (EPUB)  

紅髮喵喵女與汪汪忠犬/晴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060-6 (EPUB)  

冒 險 之 書 系 列 . 總 集 篇 = The 

adventurer's book has perfect/あかざわ

RED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07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8-31-2 (平裝) NT$580  

科學超電磁砲外傳 Astral Buddy: 幽

幻姊妹/鎌池和馬原作; 乃木康仁漫

畫; 遠鄉欣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08 .-- 24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4-722-5 (第 4 冊:平

裝)  

品嚐時的體溫/こうじま奈月作; 小

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7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37-2 (平裝)  

拾獲潔白的 Ω。/水稀たま作; 巫白

白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08 .-- 18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80-3 (平裝)  

後續的、想做嗎?: 與初戀青梅竹馬

越過界線的夏天。/サトウチセ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63-8 (EPUB)  

原子小金剛(新裝版)/手塚治虫作; 林

子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7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44-0 (第 17 冊:平裝)  

狼不會入眠/支援 BIS 原著; 新川權

兵衛, かかし朝浩作; CHIKA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17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42-

3 (第 2 冊:平裝)  

狼不會入眠. 2/支援 BIS 原著; 新川

權兵衛, かかし朝浩作; CHIKA 譯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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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56-0 (EPUB)  

砲友關係/甘詰留太作; 逝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97-3 

(第 2 冊:平裝)  

砲友關係. 2/甘詰留太作; 逝人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10-9 (EPUB)  

埃及豔后與鐵十字/真鍋讓治作; 逝

人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09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604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埃及豔后與鐵十字. 2/真鍋讓治作; 

逝人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34-5 

(EPUB)  

時光流逝,向橋前行/日高ショーコ作; 

李其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265-5 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  

高冷副社長的雙面追妻計畫。/石川

ユキ作畫; 望月沙菜原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065-1 (EPUB)  

哺乳類♂人科/トビワシオ作; 魏嫚

秀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49-0 (PDF)  

哺乳類♂人科/トビワシオ作; 魏嫚

秀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62-9 (EPUB)  

神奇寶貝特別篇/日下秀憲腳本; 山

本智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8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47-8 (第 55 冊:平

裝)  

神奇寶貝特別篇. 55/山本智漫畫; 霖

之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558-4 

(EPUB)  

鬼迷刀客/張公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6-03-2 (EPUB)  

悄悄偷走了我的心/高見乙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051-4 (EPUB)  

哥哥遺落的戀情行蹤 /暮作 ; Akane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

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701-5 (平裝)  

秘密特快車: SR1 班次: 夜行巴士之

●校生痴女/イトハナ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8-40-4 (EPUB)  

秘密特快車: SR1 班次: 夜行巴士之

●校生痴女/イトハナ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8-53-4 (PDF)  

真假茱莉葉. Ⅱ/絵夢羅作; 盧昀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615-5 (第 9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5616-2 

(第 10 冊:平裝)  

草莓蛋糕蛋糕/森下 suu 作; 盧昀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619-3 (第 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5620-9 

(第 5 冊:平裝)  

真實的 H 比妄想猛 100 倍的唷...!? 

溺愛王子 x 悶騷 OL 的療癒情事...!?/

藤成ゆうき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086-6 

(EPUB)  

悖德 Omegaverse/さち作; 澄瑱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168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89-

6 (平裝)  

拳願阿修羅/三肉必起.牙霸子原作; 

達露沒恩作畫; 砂輪忍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23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43-0 (第 22

冊:平裝)  

拳願阿修羅. 22/達露沒恩作畫; 三肉

必起.牙霸子原作; 沙輪忍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51-5 (EPUB)  

時鐘機關之星. 10/榎宮祐, 暇奈椿原

作; KURO 漫畫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245-7 (EPUB)  

第一神拳/森川讓次作; 張紹仁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90-7 (第 131

冊:平裝) NT$100  

閉上嘴,沉溺於我吧: 傷心女子,第二

次 的 辦 公 室 戀 愛 /Kumi Nakagawa
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39-3 (EPUB)  

國王的假期 /サガミワカ作 ; kreuz+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689-4 (EPUB)  

被水淋濕就是想做的信號!?: 我就這

樣發情了可以嗎?/秋芳あめり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079-8 (EPUB)  

殺手與自由業 /秋治琢作 ; 楊采儒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

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33-9 (平裝)  

偽兄弟之戀的建議 /野萩あき原作 ; 

ky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35-8 (平裝)  

終 末 的 後 宮 奇 想 曲 /LINK 原 作 ; 

SAVAN 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07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279-2 (第 7 冊:平裝) 

NT$140  

異世界居酒屋「阿信」. 10/ヴァー

ジニア二等兵漫畫; 蝉川夏哉原作; 

陳靖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681-5 (EPUB)  

異世界居酒屋「阿信」. 11/ヴァー

ジニア二等兵漫畫; 蝉川夏哉原作; 

陳靖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682-2 (EPUB)  

異世界婚活生存戰: 就算死也不能妥

協/Motoo Miyu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570-6 (EPUB)  

異世界歸來的舅舅/殆ど死んでいる

作; 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720-1 (第 5 冊:平裝)  

深白遊戲 Dark & Rough/黑色豆腐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

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92-6 (平裝)  

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!?. 1/森田

俊平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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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93-8 (EPUB)  

接吻應跪求伴侶許可/エヌオカヨチ

作; 游若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09 .-- 22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613-0 (平裝)  

接吻應跪求伴侶許可/エヌオカヨチ

作 ; 游若琪譯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617-8 (EPUB)  

婚活喪屍櫻小姐/Peco★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69-0 (EPUB)  

這個阿宅,以前是個殺手。/Ko-dai 作; 
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40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率真的你&做作的我/にやま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082-8 (EPUB)  

探索者的蜜月(特別珍藏版)/やまね

あやの作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756-3 (EPUB)  

將混混女孩試著Ｈ的調教了一番/黒

葉 だ む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買 動 漫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41-1 (EPUB)  

將混混女孩試著Ｈ的調教了一番/黒

葉 だ む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買 動 漫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54-1 (PDF)  

偷偷愛上的執事浪漫 /芳村かなみ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83-5 (EPUB)  

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 /佐野愛莉作 ; 
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83-4 (第 1 冊:平裝)  

偕雲前往北北西/入江亞季作; 志野

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8 .-- 26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707-2 (第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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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8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704-6 (第 3 冊:平裝)  

執著聲優的狂語/桜庭ちどり作; 趙
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17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32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 

淫亂上司的私人色情影像/さとう蜂

子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565-2 

(EPUB)  
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
本子. 3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42-8 (EPUB)  
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
本子. 3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55-8 (PDF)  

從幕後開始打擾了。 /秋葉東子作 ; 

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16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71-1 (平裝)  

麻辣教師 GTO.失落的樂園. 14/藤沢 

亨作; 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246-4 (EPUB)  

偶 像 夢 幻 祭 Ready For Star/Happy 

Elements K.K 原作; 南々菜奈々漫畫; 

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708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殺戮的天使/真田まこと原作; 名束

くだん漫畫; 蒼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8 .-- 21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715-7 (第 12

冊:平裝)  

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?/卓二雄

作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08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703-4 (第 1 冊:平裝)  

專職出軌: 日漸沉淪的主夫與主婦/

甘詰留太作; shaunten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12-3 (第 1

冊:平裝)  

專職出軌: 日漸沉淪的主夫與主婦. 

1/甘詰留太作; shaunten 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616-1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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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8-949-5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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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8-959-4 (PDF)  
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4/武井宏之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263-1 

(EPUB)  

超人力霸王 ULTRAMAN/下口智裕, 

清水栄一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281-5 (第 17 冊:平

裝) NT$110  

鄉下的堂弟是個黏人的小麥色馬尾

正太. 3/びみ太作; 林星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667-9 

(EPUB)  

絕不屈服/しっけ作; 曾怡華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36-2 (平裝) 
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7351-5 

(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20  

給不滅的你. 14/大今良時作; 林志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52-5 (EPUB)  

黑色嘉年華= Karneval/御巫桃也作; 

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6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76-6 (第 26 冊:平裝)  

棺材、旅人、怪蝙蝠/きゅづきちよ

こ作; 季上元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8 .-- 12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52-2 ( 第 7 冊 : 平 裝 ) 

NT$140  

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/五十嵐正邦作 ; 

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

701-0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4-708-9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4-710-2 (第 8 冊:平裝)  

無法戰勝淫紋/小坂つむぎ作; 某批

譯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19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93-3 

(平裝)  

最後７天: 玷汙天使的方法/ひつじ

ま羊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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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21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270-9 (平裝) NT$140  

菁英編輯部的 SEX 業務/縁々作; 陳

欣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690-0 (EPUB)  

無能力者娜娜 /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; 

古屋庵漫畫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8 .-- 194 面; 1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723-2 (第 7

冊:平裝)  

雲狼之里/若月凜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08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5694-0 (平裝)  

晴時偶陣雨/大槻ミゥ作; 瓜子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50-6 (PDF)  

晴時偶陣雨/大槻ミゥ作; 瓜子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5663-6 

(EPUB)  

最軟!東京人夫日記. 2/米奇鰻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459-9-6 

(EPUB)  

發情光束/kakao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更生文化設計, 11007 .-- 18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1-1-1 

(平裝) NT$400  

發 現 美 好 戀 情 !Re:/ ひ な こ 作 ; 

ALAT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581-

2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

582-9 (第 2 冊:平裝限定版)  

發 現 美 好 戀 情 !Re:. 2/ ひ な こ 作 ; 

ALATA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30-7 

(EPUB)  

短跑女神/原田重光原作; karoti 漫畫; 
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267-9 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  

短跑女神/原田重光原作; karoti 漫畫; 
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283-9 (第 6 冊:平裝) NT$130  

菈菈的婚禮/ためこう作; 紅蠍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7 .-- 

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

745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超越時間之影. 1/H.P.洛夫克拉夫特

原作; 田邊剛改編作畫; 李彥樺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78-0 

(EPUB)  

跑腿小弟的舌技、太厲害了 ...高潮

不止的囂張辣妹/Non Takayama 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40-9 (EPUB)  

詠歌女神 /極樂院櫻子作 ; 小天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603-1 (第 3 冊:平裝)  

詠歌女神. 3/極樂院櫻子作; 小天野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29-1 (EPUB)  

進擊的巨人/諫山創作; 林志昌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7285-3 (第 34 冊 :平裝 ) 

NT$110 .-- ISBN 978-957-26-7397-3 

(第 34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490 .-

- ISBN 978-957-26-7398-0 (第 34 冊:

平裝特裝版) NT$170  

進擊的巨人. 33/諫山 創作; 林志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47-1 (EPUB)  

無聲信箱/ＭＮ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08 .-- 144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5703-9 (平裝)  

路人甲的我女體化之後爆受歡迎事

件/福嶋ユッカ作; 謝旻釗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691-7 

(EPUB)  

落入琥珀色陷阱中的 Ω/鳥生ヘリコ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77-4 (EPUB)  

愛上年獸天菜: 年獸系列短篇漫畫集. 

2/鹿卷耳, 重花, 千行, 嵐星人, 天然

嫣, 黑色豆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61-7 (EPUB)  

新白袍之戀: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. 

6/林久美子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5646-9 (PDF)  

新白袍之戀: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. 

6/林久美子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5659-9 (EPUB)  

新白袍之戀: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. 

7/林久美子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5647-6 (PDF)  

新白袍之戀: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. 

7/林久美子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5660-5 (EPUB)  

微光的召喚師/Gene 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144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96-4 (第 2

冊:平裝)  

路見不平護花騎士偶而變身大型犬/

フブキ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084-2 

(EPUB)  

跟我聊聊愛情故事吧。 /島陰涙亜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191-7 (EPUB)  

想更進一步的兩人/日下亞希作; 曲

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82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愛的標記/藤河るり作; 吳美嬅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26-3 (平裝) 

NT$140  

溫柔異世界/一智和智作; 九流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74-7 

(EPUB)  

葬送的芙莉蓮/山田鐘人原作; アベ 

ツカサ漫畫; 里歐貝萊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08-9 (第 2 冊:平裝

首刷限定版) NT$140  

催眠性愛全面解放...: 解除限制後敏

感度變 100 倍!?/つちのえいち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056-9 (EPUB)  

解除婚約是我的目標!/一原ロコ作; 

夏目みや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081-1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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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婚妻因輕浮男的濃厚性愛而墮落

為止/石川きんぎょ作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536-2 (EPUB)  

腹黑王子與宅女之間的祕密契約/北

見明子作畫; きたみまゆ原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058-3 (EPUB)  

罪惡之花中的閃耀星星 /碧井春作 ; 

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27-8 (平裝)  

試著說愛我 /高峰顕原作 ; 朔小方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34-1 (平裝)  

極道的彆扭單戀/深椎甘作; 魏嫚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

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77-3 (平裝)  

極道超女/大武政夫作; 咖比獸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8 .-- 

27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

711-9 (第 19 冊:平裝)  

跪舔求愛/山田ノノノ作; 某批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208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36-

0 (平裝)  

想認為這並不是戀愛/澄谷ゼニコ作; 

亞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84-3 (平裝)  

想認為這並不是戀愛/澄谷ゼニコ作; 

亞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28-4 

(EPUB)  

新網球王子/許斐剛作; 依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86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00-0 

(第 28 冊:平裝)  

新網球王子. 28/許斐剛作; 依文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27-7 (EPUB)  

極樂鳥日子/はらだ作; 澤野凌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96-6 (第 2
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70  

隔壁的鄰居先生是天菜/本田ゆいた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61-3 (EPUB)  

精力旺盛的上司讓人難以招架/改こ

ろすけ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75-0 (EPUB)  

睡不著的 25 點,凌亂的床單,上司寵

我到裡面/縞島おせろう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66-9 (EPUB)  

綠 色 鐫 像 Green War/JAXX 漫 畫 ; 

Seonny 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

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94-276-3 (JPG)  

與性愛無緣的我卻和年下種馬談起

了戀愛/はなぶさ数字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074-3 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1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98-6 

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10/貳瓶勉作; 李昆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699-3 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11/貳瓶勉作; 李昆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00-6 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12/貳瓶勉作; 李昆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01-3 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13/貳瓶勉作; 李昆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02-0 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14/貳瓶勉作; 李昆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03-7 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15/貳瓶勉作; 李昆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04-4 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2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05-1 

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3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06-8 

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4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07-5 

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5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08-2 

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6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09-9 

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7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10-5 

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8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11-2 

(EPUB)  

銀河騎士傳. 9/貳瓶勉作; 李昆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12-9 

(EPUB)  

睡眠學習: 不斷遭受侵犯的巨乳家庭

教師…/kino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43-5 (EPUB)  

睡眠學習: 不斷遭受侵犯的巨乳家庭

教師…/kino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56-5 (PDF)  

睡 眠 學 習 : 巨 乳 女 學 生 想 被 我 侵

犯…/kino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44-2 (EPUB)  

睡 眠 學 習 : 巨 乳 女 學 生 想 被 我 侵

犯…/kino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8-57-2 (PDF)  

圖書館戰爭 LOVE&WAR. 番外篇/弓

黃色, 有川浩作; 尤靜慧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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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57-26-7343-0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與跟蹤狂的戀愛方式 /菜々戸りず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71-2 (EPUB)  

監獄漫畫家. 1/謬齡大叔作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94-2 (EPUB)  

輕鬆百合/なもり作; 游若琪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4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72-3 (第 18

冊:平裝) NT$130  

蒼藍鋼鐵戰艦/Ark Performance 作; 楊

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707-7 (第 19 冊:平裝)  

影子不需要戀愛。/渡邊志穗作; 曲

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617-

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18-6 (第 3 冊:平裝)  

賭上性命來愛妳: 假裝無害的危險上

司!?/小中いえやす作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537-9 (EPUB)  

養父爸爸昨天抱了我 /黒之響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538-6 (EPUB)  

墨世曙光: 十個太陽回來了/劉育樹, 

方月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59-7-2 (PDF)  

撲克臉和百面相: 新手執事工作報告

/藤織作; 陳家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27-0 (平裝) NT$140  

輝夜姬想讓人告白: 天才們的戀愛頭

腦戰. 20/赤坂アカ作; 江昱霖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255-6 (EPUB)  

輝夜傳/齊藤千穗作; 盧昀詩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90-2 

(第 5 冊:平裝)  

僵屍 100: 在成為僵屍前要做的 100

件事/麻生羽呂原作; 高田康太郎作

畫; 王明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07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736-5 (第 3 冊:平裝)  

請託之事 ,難以啟齒 /腰乃作 ; 紅蠍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7 .-- 2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48-8 (第 1 冊:平裝)  

調情系戀人 /天咲吉実作 ; 流川昴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7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747-1 (第 7 冊:平裝)  

賣國機關/カルロ.ゼノ原作; 品佳直

漫畫; 黎維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9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02-4 (第 3 冊:平裝)  

賣國機關. 3/カルロ.ゼノ原作; 品佳

直漫畫; 黎維津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626-0 (EPUB)  

墜落 JK 與廢人老師/sora 作; 吳美嬅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68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74-7 

(第 6 冊:平裝) NT$100  

窮鼠的契約: 偽裝的 Ω/白石由希作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706-0 (第 3 冊:平裝)  

融化於你的手指/内海ロング作; 蘇

涵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08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91-9 (平裝)  

辦公室做愛高潮時...要小聲點!在禁

止戀愛的職場偷偷 H/さとうあお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063-7 (EPUB)  

獨占我的英雄漫畫同人合集/ありい

めめこ, 原野うみ, 三星たま, 板垣ハ

コ, かむ, 茅島環, 喜来ユウ, こいち, 

炬太郎, 彩月つかさ, 椎名まうみ, 永

緒ウカ, はやせれく, 藤丘ようこ, 望

月和臣作; 加奈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334-

8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35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  

擅長捉弄人的(前)高木同學. 6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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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954-9 

(EPUB)  

擅長捉弄人的(前)高木同學. 6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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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961-7 

(PDF)  

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. 14/山本崇

一朗作; 泪紫音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8-955-6 (EPUB)  

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. 14/山本崇

一朗作; 泪紫音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8-962-4 (PDF)  

學長對我的心臟有害 /百瀬あん作 ; 
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273-0 (平裝) NT$140  

戰國權兵衛. 4/宮下英樹作; 吳勵誠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51-8 (EPUB)  

導演,身為受的我不行嗎?/吹浦萩作; 
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16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31-5 (平裝)  

濕成這樣是不行的...!: 小鮮肉弟弟把

我按到高潮了!/希咲のあ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072-9 (EPUB)  

謊言般的初戀: 王子大人是抖 S 男公

關/鈴井新汰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22-3 (第 4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00-5623-0 (第 5 冊:平裝)  
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
世界了/あし原作; 内々けやき作; 某

Y 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, 

11008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44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
世界了. 1/あし原作; 内々 けやき作; 

某 Y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557-7 

(EPUB)  
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
世界了. 1/内々けやき漫畫; あし原

作; 某 Y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25-3 

(EPUB)  

闇黑之龍將擁抱蜻蜓/いさき李果作; 

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15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619-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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闇黑之龍將擁抱蜻蜓/いさき李果作; 

魏嫚秀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18-5 

(EPUB)  

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. 2/紘千尋作; 
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74-2 (EPUB)  

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. 2/紘千尋作; 
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75-9 (PDF)  

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. 3/紘千尋作; 
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51-3 (PDF)  

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. 3/紘千尋作; 
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64-3 (EPUB)  

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. 4/紘千尋作; 
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52-0 (PDF)  

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. 4/紘千尋作; 
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665-0 (EPUB)  

雖然讓你看到內褲但我氣數已盡!?/

本田あき作; 流川昴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4-692-4 (EPUB)  

營業二課!/金井桂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5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23-2 (第 1

冊:平裝) NT$140  

獵人們: 貓爸爸、李家寶/朱天心原

著; 阮光民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目宿媒體, 11008 .-- 7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4110-8-0 ( 平 裝 ) 

NT$249  

轉生惡女的黑歷史/冬夏秋春作; 魏

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81-0 (第 2 冊:平裝)  

藍色時期/山口飛翔作; Niva 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11-9 (第 7
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80  

醫院也瘋狂. 11/雷亞(林子堯), 兩元

(梁德垣 )作  .-- 桃園市  : 林子堯 , 

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42-7 (平裝) NT$200  

騎乘之王. 5/馬場康誌作; 陳姿君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243-3 (EPUB)  

雙倍草莓的苦味蛋糕/暁作; lingosou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70-4 

(EPUB)  

雙倍草莓的苦味蛋糕/暁作; lingosou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73-5 

(PDF)  

職場內性愛: 他的指尖讓我的身體又

濕又熱好想要 /ふじいあきこ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080-4 (EPUB)  

藤子.F.不二雄大全集: 超能力魔美/

藤子.F.不二雄作; kimi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36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85-0 (第 1

冊:平裝)  

藤子.F.不二雄大全集: 超能力魔美. 

1/藤子.Ｆ.不二作雄作; kimi 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24-6 (EPUB)  

關於我的 XXX 沒有精神這件事/ko

作; 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7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29-2 (平裝)  

關於我與青梅竹馬的那些事/佐藤ア

キヒト作; KUMAKO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93-1 (EPUB)  

寶石之國= 宝石の国/市川春子著; 謝

仲庭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

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5-995-2 (第 11 冊:平裝特

裝版) NT$650  

獻身給魔王伊伏洛基亞吧!/梶原伊緒

作; 林沛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09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86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獻身給魔王伊伏洛基亞吧！. 1/梶原

伊緒作; 林沛榛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621-5 (EPUB)  

獻給親愛的 Ω/有木映子作 ; 李芸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6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42-3 

(平裝) NT$140  

蘑菇魔女. 1/樋口橘作; Akane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48-3 (PDF)  

蘑菇魔女. 1/樋口橘作; Akane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5661-2 

(EPUB)  

魔法☆報告  魔法少女圖鑑 /Magica 

Quartet 原作; PAPA 作畫; 蔡夢芳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7296-9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957-26-7297-6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 

蘭姆子/費子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費子軒, 11007 .-- 7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73-1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魔法使的印刷廠/もちんち原作; 深

山靖宙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8 .-- 162 面; 1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716-4 (第 5

冊:平裝)  

魔法紀錄 魔法少女小圓外傳/Magica 

Quartet 原作; 富士フジノ作畫; 蔡夢
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05-8 (第 3 冊:平裝) 
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7306-5 

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  

魔物娘的同居日常/オカヤド作; 張

紹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289-1 (第 17 冊:平裝) NT$130  

魔法龍術士: 子龍物語/石動鮎魔作; 

橘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08 .-- 17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5688-9 (第 12 冊:平裝)  

戀上月夜花蝶/秦儀漫畫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559-1 (EPUB)  

變身成黑辣妹之後就和死黨上床了。

/織島ユポポ作; Yun 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160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20-8 (第 2

冊:平裝)  

變身成黑 辣妹之後就和死黨上床

了。. 2/織島ユポポ作; Yun 譯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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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23-9 (EPUB)  

戀愛 α 的養成法/福嶋ユッカ作; 謝

旻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694-8 (EPUB)  

戀愛重症緋聞 /さきしたせんむ作 ; 

Yu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588-1 (平裝)  

戀愛重症緋聞 /さきしたせんむ作 ; 

Yu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22-2 

(EPUB)  

戀獄千禧年 /灰崎めじろ作 ; 刻托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50-8 

(平裝) NT$140  

變態同學盯上我的身體以及所有一

切!?/酒森ちま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194-8 

(EPUB)  

戀獄奇憚: S 系騎士與淫蜜的誓約/七

里慧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193-1 (EPUB)  

靈異教師神眉 S/真倉翔原作; 岡野剛

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7 .-- 16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299-0 ( 第 4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 

讚啦!光源氏: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/est 

em 作; 龔持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黑白文化, 11008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357-7-7 (第 3 冊:平

裝) NT$250  

鑽石王牌 act2/寺嶋裕二作; 方郁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0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91-4 

(第 27 冊:平裝) NT$100  

小說及雜文 

<<變法>> + <<阿飄>>套書/上官鼎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3-9176-

2 (全套:平裝) NT$980  

365 行之行行有曖昧/ami 亞海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41%海風的甜度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24-6-9 (EPUB)  

46 號樓的囚徒/喬安娜.古斯塔夫森

(Johana Gustawsson)著; 林琬淳譯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馬可孛羅文化 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15-5 (EPUB)  

9 號的工作/金惠珍(김혜진)著; 簡郁

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144-1 (PDF)  

9 號的工作/金惠珍(김혜진)著; 簡郁

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146-5 (EPUB)  

恶之教程/笭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笭菁工作室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8-03-0 (PDF)  

Echogenesis/by Gary Gibson .-- 1st 

ed. .-- 新北市 : Brain in a Jar Books, 

11007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70-0-3 ( 平 裝 ) .-- ISBN 

978-986-06770-1-0 (精裝)  

Lush life/伊坂幸太郎著; 張筱森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80-3 

(EPUB)  

Myths and memories of rustic 

Taiwan/author James Chien-Cheng 

Chang .-- 1st ed, .-- 高雄市 : 張建成, 

11006 .-- 14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8983-4 (平裝) NT$450  

NG 情人/安吉兒著 .-- 2 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2-144-4 (EPUB)  

Re: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. 23/長月

達平作; 黃盈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643-7 (EPUB)  
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. 24, Unital 

ring. III/川原礫作; 周庭旭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659-4 

(EPUB)  

S 俱樂部/高小敏著 .-- 2 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2-145-1 (EPUB)  

S 嘻哈少女天團誕生/高小敏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72-146-8 

(EPUB)  

Unnamed Memory 無名記憶. II, 失去

寶座的女王 /古宮九時作 ; 陳柏伸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24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80-5 

(平裝)  

一鏡到底/約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墨扉, 11007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695-0-3 ( 精 裝 ) 

NT$470  

十月終結戰 /勞倫斯 .萊特(Lawrence 

Wright)著; 王道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9-0-9 (PDF)  

人魚能不能上岸/李笭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45-484-6 (EPUB)  

人棺/時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讀

品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3-149-3 (PDF)  

凡人修仙之仙界篇/忘語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486-2 (第 5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87-9 (第 5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88-6 

(第 5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489-3 (第 55 冊:平裝)  

三寸人間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8-558-6 (第 61 冊:

平裝)  

千代子/宮部美幸著; 邱香凝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80-76-6 

(EPUB)  

千江有水千江月(出版 40 週年紀念

版 )/蕭麗紅著  .-- 新北市  : 聯經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5908-9 (EPUB)  

千江有水千江月(出版 40 週年紀念

版 )/蕭麗紅著  .-- 新北市  : 聯經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5922-5 (PDF)  

*大河: 青青與我/周涵甯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三納企業, 11006 .-- 3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8-0-3 

(平裝)  

大奉打更人/賣報小郎君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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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528-480-0 (第 3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11-1 (第 37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12-8 

(第 3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13-5 (第 3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14-2 (第 40 冊:平裝)  

大俠等一等/神邦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110-3 ( 第 24 冊 :平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09-7 

(第 2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08-0 ( 第 22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07-3 

(第 21 冊:平裝) NT$190  

*大唐追兇錄/一一著 .-- 2 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2-147-5 (EPUB)  

小書痴的下剋上: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

員不擇手段!. 第四部, 貴族院的自稱

圖書委員. VIII/香月美夜著; 許金玉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47-8 

(PDF)  

小書痴的下剋上 FANBOOK. 4: 為了

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!/香月美夜

著; 椎名優插畫; 鈴華, 波野涼漫畫; 

許金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33-3748-5 (PDF)  
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474-9 (第 4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23-4 (第 4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24-1 (第 4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64-7 

(第 4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65-4 (第 5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66-1 ( 第 51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67-8 (第 5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68-5 (第 5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69-2 

(第 5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70-8 (第 55 冊:平裝)  

小說名偵探柯南: 怪盜小子精選集: 

月下的預告狀/青山剛昌原作; 酒井

匙作; 倚風沐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642-0 (EPUB)  

大醫凌然/志鳥村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515-9 (第 3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16-6 (第 3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17-3 (第 3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18-0 

(第 3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19-7 (第 4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80-7 ( 第 41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81-4 (第 4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82-1 (第 4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83-8 

(第 4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84-5 (第 4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85-2 ( 第 46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86-9 (第 4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87-6 (第 48

冊: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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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林虹瑜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09-5 (EPUB)  

今天月亮暫時停止轉動/Misa 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5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9-2-7 

(EPUB)  

天外邪犽. 1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6-4 (EPUB)  

天外邪犽. 2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7-1 (EPUB)  

天外邪犽. 3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8-8 (EPUB)  

天外邪犽. 4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9-5 (EPUB)  

天外邪犽. 5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90-1 (EPUB)  

天外邪犽. 6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91-8 (EPUB)  

天外邪犽. 7/微風妖來坊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92-5 (EPUB)  
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. 4/八ツ橋皓

作 ; 黃品玟譯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553-9 (EPUB)  

月收 50 萬卻覺得人生乏味的 OL,用

30 萬僱用我對她說「妳回來了」,這

工作真是好賺. 2/黄波戸井ショウリ

作 ; 曾柏穎譯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645-1 (EPUB)  

月光島之失而復得/藍揚作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79-9 (第 2 冊:平裝)  

少年陰陽師. 53, 戀慕之濱/結城光流

著; 涂愫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
冠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3-3756-0 (PDF)  

凶宅清潔公司(第 1 季: 鬼話連篇)/聖

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2-149-9 (EPUB)  

少年藥帝/蕭冷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8-588-3 (第 81 冊:

平裝)  

火車/宮部美幸著; 張秋明譯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97-6 (EPUB)  

厄里斯的聖杯. 2/常磐 くじら作; 賴

詠新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41-3 

(EPUB)  

*王的墓葬/一一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

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2-150-5 (EPUB)  

反派的戀愛之路/陌穎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6992-79-7 (EPUB)  

不穿紅裙的男孩/潘柏霖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8-957-0 (EPUB)  

不穿紅裙的男孩/潘柏霖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8-960-0 (PDF)  

不要笑話我/韓駿, 林海月, 十五著 .-- 

2 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48-2 

(EPUB)  

天涯雙探 3: 古畫尋蹤/七名著 .-- 臺
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658-592-0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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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涯雙探 4: 雙城血案/七名著 .-- 臺
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658-591-3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1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1-94-9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10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1-95-6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2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1-96-3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3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1-97-0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4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1-98-7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5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1-99-4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6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03-6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7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01-2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8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00-5 (EPUB)  

王牌特工之旅. 9/知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02-9 (EPUB)  

六朝燕歌行. 10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1-9 (EPUB)  

六朝燕歌行. 6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2-6 (EPUB)  

六朝燕歌行. 7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3-3 (EPUB)  

六朝燕歌行. 8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4-0 (EPUB)  

六朝燕歌行. 9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1-85-7 (EPUB)  

不想成為騎士的我. 1: 與立志成為王

者的他/草子信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1-053-3 (PDF)  

不跟男生交往的話就無法轉大人了

喔. 3/午夜藍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1-055-7 (PDF)  

手槍女王: 一個從業人員的真情告白

/涼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78-4-6 (EPUB)  

巴黎 圖書館 /珍娜 .史嘉琳 .查爾斯

(Janet Skeslien Charles)著; 楊沐希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55-3 (PDF)  

奴才夫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34-8 (EPUB)  

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零/白米良作; 

林佳祥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319-5 (第 5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320-1 

(第 5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21-8 (第 5 冊:平裝豪華

限定版)  

正午/小惑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488-4 (EPUB)  

末日時在做什麼?異傳: 黎拉.亞斯普

萊. 2/枯野瑛作; 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95-2 (EPUB)  

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: 低調鍛鍊

化身世界最強/瀬戸メグル作; 陳士

晉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240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84-

3 (第 6 冊:平裝)  

世界最強後衛: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

/とーわ作; 龔持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17-1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18-8 (第 7 冊:平裝首刷附錄

版)  

古祠高樹: 夏眉小說集/夏眉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485-3 

(EPUB)  

正常人的條件 /姜泰植著 ; 胡椒筒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0-23-3 (EPUB)  

加賀恭一郎系列全集 /東野圭吾著 ; 

張智淵譯  .-- 臺北市  : 獨步文化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0-81-0 (EPUB)  

仙道方程式/任怨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114-1 ( 第 8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13-4 

(第 7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12-7 ( 第 6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11-0 

(第 5 冊:平裝) NT$190  

只想和你好好的. 上/東奔西顧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61-6 

(EPUB)  

只想和你好好的. 下/東奔西顧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62-3 

(EPUB)  

以愛為名?/紀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58-420-1 (EPUB)  

代嫁娘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33-1 (EPUB)  

北極熊探險隊 /艾莉克斯.貝爾(Alex 

Bell)作; 托米斯拉夫.托米奇(Tomislav 

Tomić)繪圖; 廖綉玉, 柯清心翻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8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784-27-5 (全套:

平裝) NT$1140  

付劍/文生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

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2-151-2 (EPUB)  

仙藥大亨/寂寞我獨走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497-8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98-5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99-2 
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00-5 (第 4 冊:平裝)  

死亡醫生的遺產/中山七里著; 沈俊

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1-504-7 (PDF)  
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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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6-528-510-4 (第 121 冊 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59-3 (第 122 冊:平

裝 ) .-- ISBN 978-986-528-609-5 (第

123 冊:平裝)  

好友角色的我怎麼可能大受歡迎?/

世界一作; 劉仁倩譯  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91-1 (第 2 冊:平裝)  

同心啟航. 上/Nottakorn 著; 璟玟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19-8 

(EPUB)  

同心啟航. 下/Nottakorn 著; 璟玟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20-4 

(EPUB)  

自由新鎮 1.5 舞台劇小說: 戀愛之神

與祂的背叛者們/林孟寰舞台劇原作; 

D51 小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658-7 (EPUB)  

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. 2/川

田両悟作; 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75-4 (EPUB)  

百耳袋/謝鑫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57-1 (EPUB)  

百耳袋/謝鑫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60-1 (PDF)  

再見寒生/籽月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

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2-152-9 (EPUB)  

任性娘子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35-5 (EPUB)  

任俠行/東南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要有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992-80-3 (EPUB)  

成為鐵匠在異世界度過悠閒人生/た

ままる作; 曾柏穎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72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73-7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附錄

版)  

西野: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最

強少年. 5/ぶんころり作; 吊木光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91-4 

(EPUB)  

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,在現實

世界照樣無敵: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

運/美紅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70-6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71-3 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附錄

版)  

池袋西口公園系列/石田衣良著; 常

純敏, 王詩怡, 葉凱翎, 林平惠, 江裕

真, 亞奇, 林佩儀, 劉名揚, 孫莎莎等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01-1 (EPUB)  

池袋西口公園系列/石田衣良著; 常

純敏, 王詩怡, 葉凱翎, 林平惠, 江裕

真 , 亞奇, 林佩儀, 劉名揚, 孫莎莎等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02-8 (PDF)  

全職公敵/石川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18-9 ( 第 26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17-2 

(第 2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16-5 ( 第 24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15-8 

(第 23 冊:平裝) NT$190  

我,精靈王,缺錢!. 6/醉琉璃作 .-- 臺北

市 : 蓋亞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19-586-3 (EPUB)  

忘川盡: 音如夢/慕容紫煙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491-4 

(EPUB)  
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535-7 (第 7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36-4 (第 7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37-1 (第 7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38-8 

(第 7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39-5 (第 75 冊:平裝)  

住在時光裡的第七顆星/籽月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72-153-6 

(EPUB)  

判決人生/劉峻谷著 .-- 2 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2-154-3 (EPUB)  

我的女友是老師 /鏡遊作 ; 陳柏伸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82-9 (第 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383-6 (第 7
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我的幸福婚約. 三/顎木あくみ作; 許

婷婷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686-0 (EPUB)  

我的鄰居有陰陽眼. 3, 茶餘鬼話/季

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陌上商行, 

11006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207-2-6 (平裝) NT$180  

我的鄰居有陰陽眼. 3, 茶餘鬼話/季

堤著 .-- 嘉義市 : 季風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43-9054-0 

(EPUB)  

我待夫君如初戀/桃枝枝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54-8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55-5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56-2 
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57-9 (第 4 冊:平裝)  

我們的河流/李怡衡作 .-- 初版二刷 .-

- 新北市 : 李怡衡, 11006 .-- 19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85-4 

(平裝)  

佛殺/芙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

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90-29-4 

(EPUB)  

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/猿渡風

見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374-

4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75-1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41-8 ( 第 41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42-5 (第 4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43-2 (第 4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44-9 

(第 4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45-6 (第 45 冊:平裝)  

你強娶了你前夫/木三观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旭儒, 11008 .-- 44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71-5-8 (平

裝) NT$5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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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羅洛戰記: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,最

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/サイトウ

アユム作; 林均鎂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81-2 (第 3 冊:平裝)  

克蘇魯神話. III, 噩夢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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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6-7-4 (PDF)  

知心小醫娘/振鷺于野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602-6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603-3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604-0 
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605-7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606-4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607-1 (第 6 冊: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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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15-7 (第 5 冊:平裝)  

夜光: 耶穌家譜女性的冒險旅程/程

亦君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程亦君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43-8982-7 (EPUB)  

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. 8/丘野優作; 

林其磊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635-2 

(EPUB)  

和沒有信徒的女神大人一起攻略異

世界. 2, 天災級轉生少女/大崎アイ

ル作; 劉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78-2 (平裝)  

奇妙故事集: 墓碑鎮/伊藤潤二原作; 

澤田薫作; 黃健育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68-3 ( 平 裝 )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69-0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金沙渡假村謀殺案/芙蘿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0-30-0 (EPUB)  

所長大人的毛茸茸獸耳 100%可愛/

值言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86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怪咖少女事件簿. 11, 交換學生 PK

自拍天后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

宏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94-1-0 (PDF)  

怪咖少女事件簿. 12, 意外的暗戀風

暴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94-2-7 (PDF)  

雨夜送葬曲 (完全修 訂版 )/林斯諺

著  .-- 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要有光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992-81-0 (EPUB)  

初夏的東港之櫻: 想在深海發大財有

什麼問題嗎?/D51 作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89-8 ( 平 裝 ) .-- ISBN 

978-957-26-7390-4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牧神記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30-2 ( 第 76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31-9 (第 7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32-6 (第 7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33-3 

(第 7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34-0 (第 80 冊:平裝)  

咒御/西川櫻奈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

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2-157-4 (EPUB)  

初晨是我故意忘記你. 1/籽月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72-155-0 

(EPUB)  

初晨是我故意忘記你. 2/籽月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72-156-7 

(EPUB)  

怕痛的我,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. 10/

夕蜜柑作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676-1 (EPUB)  

夜間遠足/恩田陸著; 王華懋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84-556-0 

(EPUB)  

夜間遠足/恩田陸著; 王華懋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57-7 (PDF)  

玫瑰公主/鄭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27-0 (EPUB)  

玫瑰心結/綺莉思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93-8 (EPUB)  
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
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8-473-2 (第 36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616-3 (第 37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617-0 (第 38 冊:平

裝)  

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: 奔赴戰場的

回復要員/くろかた作; 劉仁倩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360-7 (第 9

冊:平裝)  

美少女忍者們窺探老師祕密的結果. 

2/鎌池和馬作; 郭婷婷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95-2-1 (PDF)  

星之森/Eckes 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494-5 (EPUB)  

重生之快意人生 /柳岸花又明作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481-7 (第 3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25-8 

(第 3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26-5 (第 3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27-2 ( 第 34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28-9 (第 35 冊:平

裝)  

紅色降落傘/霍索夫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13-9148-9 (EPUB)  

紅色降落傘/霍索夫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13-9149-6 (PDF)  

後光殺人事件: 接近 99％完美的犯

罪,小栗虫太郎的密室殺人系列推理

短篇集/小栗虫太郎著; 蘇暐婷, 侯詠

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0-80-0 (PDF)  

皇妃奮鬥記/青棠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590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91-3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92-0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93-7 
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94-4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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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8-595-1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96-8 (第 7 冊:平裝)  

看見死亡的眼/小男孩著 .-- 2 版 .-- 

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58-1 (EPUB)  

星 空 下 的 隔 離 病 房 / 愛 瑪 . 唐 納 修

(Emma Donoghue)著; 楊睿珊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93-8 (EPUB)  

故事中國: 中國當代短篇小說/郭建

玲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

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86-46-4 (EPUB)  

娃娃保鏢/雲出岫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58-438-6 (EPUB)  

娃娃逃妻/雲出岫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58-441-6 (EPUB)  

娃娃財神/雲出岫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58-439-3 (EPUB)  

娃娃替身/雲出岫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58-440-9 (EPUB)  

*食鬼篇: 最末上班日/蝕鶼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72-159-8 

(EPUB)  

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. 22, 美好

結局十香. 下/橘公司作; Q 太郎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60-0 

(EPUB)  

相遇之時、盛開之花 /青海野灰著 ; 

洪于琇譯  .-- 臺北市  : 三采文化 , 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590-6 (EPUB)  

食罪者/梅根.坎皮希(Megan Campisi)

著; 羅慕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

寶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171-5 (EPUB)  

重裝基兵/高樓大廈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128-8 ( 第 8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27-1 

(第 7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26-4 ( 第 6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25-7 

(第 5 冊:平裝) NT$190  

島之曦/陳耀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02-9 (EPUB)  

荒世千幻. 3, 千變萬幻的千幻/白日

幻夢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1-054-0 (PDF)  

消失的另一半/卡繆作; 顏湘如譯; 連

思宇朗讀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8 .-- 

約 6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040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夏有喬木雅望天堂. 1/籽月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72-160-4 

(EPUB)  

夏有喬木雅望天堂. 2/籽月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72-161-1 

(EPUB)  

夏有喬木雅望天堂. 3/籽月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72-162-8 

(EPUB)  

馬修.史卡德系列珍藏紀念全集/勞倫

斯.卜洛克(Lawrence Block)著; 易萃雯, 

黃文君, 呂中莉, 陳佳伶, 王凌霄, 林

大容, 金波, 曾筱光, 唐嘉慧, 顧效齡, 

唐諾, 劉麗真, 尤傳莉譯 .-- 臺北市 : 

臉譜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5-988-4 (EPUB)  

高能二維碼/青色羽翼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墨扉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6695-1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06695-2-7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695-3-4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695-4-1 

(第 4 冊 : 平裝 ) .-- ISBN 978-986-

06695-5-8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06695-6-5 (全套:平裝)  

海島男孩 /潔若婷 .麥考琳(Geraldine 

McCaughrean)著; 蘇雅薇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0-06-9 (EPUB)  

徐徐你朝我走來/暖暖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6992-77-3 (EPUB)  

家庭教室/伊東歌詞太郎作; 王靜怡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689-1 (EPUB)  

祕書情婦/月皎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42-3 (EPUB)  

迷路在紐約/籽月著 .-- 2 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2-163-5 (EPUB)  
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89-0 ( 第 46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608-8 (第 47 冊:平

裝)  

第一公主/鄭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28-7 (EPUB)  

第一師兄/言歸正傳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520-3 (第 5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21-0 (第 5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22-7 (第 58

冊:平裝)  

第二把劍 : 五月故事 /彼得 .漢德克

(Peter Handke); 劉于怡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92-0 (PDF)  

第二把劍 : 五月故事 /彼得 .漢德克

(Peter Handke); 劉于怡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95-1 (EPUB)  
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. 2/謙之字作; 許

昆暉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8-948-8 (EPUB)  
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. 2/謙之字作; 許

昆暉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8-958-7 (PDF)  

被月亮禁錮的時光/Misa 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5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9-3-4 (EPUB)  

偷天修羅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57-1 ( 第 28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58-8 

(第 29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59-5 ( 第 30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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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理化課. 5/小平著 .-- 新北市 : 河
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51-93-2 (EPUB)  

理由/宮部美幸著; 陳寶蓮譯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98-3 (EPUB)  

異世界賢者的轉生無雙: 用遊戲知識

成為異世界最強. 2/進行諸島作; 王

啟華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32-1 

(EPUB)  

棄宇宙/鵝是老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124-0 ( 第 8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23-3 

(第 7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22-6 ( 第 6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21-9 

(第 5 冊:平裝) NT$190  

被吊銷冒險者執照的大叔,與愛女一

起歌頌悠閒人生/斧名田マニマニ作; 

郭蕙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

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85-0 (第 3 冊:平裝)  

紹宋/榴彈怕水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493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494-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495-4 (第 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96-1 (第 4

冊:平裝)  

許你萬丈光芒好/囧囧有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49-6 (第 8

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050-2 (第 9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051-9 (第 10 冊:平

裝) NT$250  

密林的他/小林典雅作; 黃盈琪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611-6 (EPUB)  

將軍遊戲/夜間飛行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89-7-2 (EPUB)  

異能少年. 卷一, 時間怪客/曾詠蓁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14-5 

(PDF)  

異能少年. 卷二, 少女孟婆/曾詠蓁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15-2 

(PDF)  

將這股溫度稱為妳/悠木りん作; 林

其磊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633-8 

(EPUB)  

淡軼/文生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

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2-164-2 (EPUB)  

異遊鬼簿. 外傳: 人魚/笭菁作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41-372-7 (EPUB)  

異遊鬼簿: 末日審判/笭菁作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41-373-4 (EPUB)  

異遊鬼簿: 血島獵殺/笭菁作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41-381-9 (EPUB)  

異遊鬼簿: 死靈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374-1 (EPUB)  

異遊鬼簿: 妖火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379-6 (EPUB)  

異遊鬼簿: 魔女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375-8 (EPUB)  

貧窮情婦/凌熙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21-8 (EPUB)  

執靈怨/庚晴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496-9 (EPUB)  

超凡小師叔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483-1 (第 14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84-8 (第 15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85-5 

(第 1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71-5 (第 1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610-1 ( 第 18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611-8 (第 19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612-5 (第 20

冊:平裝)  

惡之教程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悅知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46-3-0 (EPUB)  

惡之教程/笭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笭菁工作室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8-04-7 (PDF)  

絕世神醫/油炸花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086-1 (第 28 冊 :平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87-8 

(第 2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088-5 ( 第 30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 

黑色胃袋/Beck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57-0 (EPUB)  

無邪公主/鄭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29-4 (EPUB)  

馭我吧大神!美人過敏症師兄!/流螢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

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667-4 (平裝) NT$240  

黃 雨 / 胡 利 歐 . 亞 馬 薩 雷 斯 (Julio 

Llamazares)作; 葉淑吟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67-12-4 

(EPUB)  
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475-6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476-3 (第 1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77-0 (第 1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78-7 

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479-4 (第 15 冊:平裝)  

超級怪獸工廠/匣中藏劍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19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529-6 

(第 57 冊:平裝)  

發情 Omega 的餵食法/接骨木花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7 .-- 30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66-

7 (平裝) NT$260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
B 授課指引. 第四冊/吳汀菱, 吳佩蓁, 

黃淑華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7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2-92-5 (平裝)  

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. 

3: 佯裝無能的 SS 級皇子背地支配王

位繼承戰/ンバ作; 鄭人彥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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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671-6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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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28-8 

(EPUB)  

*菸與牛仔褲之後/文生著 .-- 2 版 .-- 

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65-9 (EPUB)  

無夢系列. 2, 神性/夜非夜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1-047-2 

(EPUB)  

無夢系列. 3, 初代/夜非夜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1-056-4 (PDF)  

無論如何都要活著/朝井遼(朝井リョ

ウ)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466-1 (EPUB)  

無論如何都要活著/朝井遼(朝井リョ

ウ)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469-2 (PDF)  

黑蓮花攻略手冊(參+肆)(限定版)/白

羽摘雕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

月書版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774-14-6 (全套:平裝)  

黑壇歸香之鬥靈雞/簡明瑋著 .-- 桃

園市 : 華晶企業, 11006 .-- 17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814-4-0 (平

裝) NT$220  

獅子的點心/小川糸著; 王蘊潔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悅知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6-4-7 

(EPUB)  

傻丫頭入福窩/蘇挽心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97-5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98-2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99-9 
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600-2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601-9 (第 5 冊:平裝)  

愛在字裡行間/艾蜜莉.亨利作; 黃涓

芳譯  .-- 1 版 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8-951-8 (EPUB)  

愛在字裡行間/艾蜜莉.亨利作; 黃涓

芳譯  .-- 1 版 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8-967-9 (PDF)  

道君/躍千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491-6 ( 第 74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492-3 (第 75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62-3 (第 76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74-6 

(第 7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75-3 (第 7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76-0 ( 第 79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77-7 (第 80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78-4 (第 8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79-1 

(第 82 冊:平裝)  

愛我 : 以愛之名 ,殺人無形 /亞斯莫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3-393-0 (PDF)  

愛妳一生一世/何金珠作 .-- 新北市 : 

光 輝 影 視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2-01-0 (EPUB)  

傳 奇 之 人 / 肯 尼 斯 . 強 森 (Kenneth 

Johnson)著; 彭臨桂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86-6-7 (EPUB)  

極品萌衛/籽月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

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2-166-6 (EPUB)  

愛哭情婦/莫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22-5 (EPUB)  
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482-4 (第 5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06-7 (第 57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07-4 

(第 5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08-1 (第 5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09-8 (第 60 冊:平裝)  

愛情的賣空投資法則/童繪作 .-- 新

北市 : 童繪工作室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0-1-6 (PDF)  

愛情的賽局理論/童繪作 .-- 新北市 : 

童繪工作室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50-0-9 (EPUB) 

NT$220  

萬華仙道/小龍捲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135-6 (第 21 冊 :平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134-9 

(第 2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33-2 ( 第 19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 

過期情婦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23-2 (EPUB)  

路衛詩選.選集/路衛(周廷奎)作 .-- 初

版 .-- 屏東市 : 路衛, 11006 .-- 112 面; 

20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06-

9 (平裝)  

夢二途/李敏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九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0-357-5 (EPUB)  

趙氏金寶/小樓西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547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48-7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49-4 (第 3

冊:平裝)  

與你談場永不分離的戀愛 /倪小恩

著  .-- 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要有光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992-83-4 (EPUB)  

與狼為鄰?/紀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58-424-9 (EPUB)  

臺陽妖異誌: 雅書齋與四獸之亂/鄭

若珣文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報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51-874-3 (EPUB)  

夢尋祕境卡達斯: H.P. Lovecraft 幻夢

境 小 說 傑 作 選 /H.P. 洛 夫 克 拉夫 特

(H.P. Lovecraft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7-3-8 (EPUB)  

夢尋祕境卡達斯: H.P. Lovecraft 幻夢

境 小 說 傑 作 選 /H.P. 洛 夫 克 拉夫 特

(H.P. Lovecraft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7-5-2 (PDF)  

漫遊星河奮鬥錄/花鈴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6992-82-7 (EPUB)  

福瑞斯之城/廣吾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00-3 (EPUB)  



151 

 

漏網娘子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36-2 (EPUB)  

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/おけ

まる作; Kyo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376-

8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77-5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廢土走私商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540-1 (第 2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72-2 (第 23 冊:平

裝)  

諸天萬界/快餐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560-9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63-0 (第 1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613-2 (第 13

冊:平裝)  

模仿犯/宮部美幸著; 張秋明譯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99-0 (EPUB)  

模仿犯. 上卷, 事件之卷/宮部美幸著; 

張秋明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00-3 (EPUB)  

模仿犯. 下卷, 解決之卷/宮部美幸著; 

張秋明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01-0 (EPUB)  

黎明之劍/遠瞳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20-2 ( 第 10 冊 : 平 裝 ) 

NT$240 .-- ISBN 978-626-311-119-6 

(第 9 冊:平裝) NT$240  

緝毒犬與檢疫貓: 獸人推理系列/沙

承橦.克狼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

有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992-84-1 (EPUB)  

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/裕夢作 ; 

何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362-1 (第 5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363-8 

(第 5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醉愛你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禾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35-684-4 (EPUB)  

醉愛你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禾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35-687-5 (PDF)  

撒潑公主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37-9 (EPUB)  

獨木舟獨立事件簿/楊家豪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482-2 

(EPUB)  

曇花公主/鄭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31-7 (EPUB)  

遲來的幸運/沫晨優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89-6-5 (EPUB)  

壁花情婦/卡兒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25-6 (EPUB)  

默契遊戲/五十嵐貴久著; 徐屹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50-8 (PDF)  

龍套少女要修仙!. 2/貓邏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1-052-6 (PDF)  

錯舷/唱無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
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5-503-4 (EPUB)  

機械狂潮/半步滄桑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490-9 (第 29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46-3 (第 30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61-6 (第 3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73-9 

(第 3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614-9 (第 3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615-6 (第 34 冊:平裝)  

默斑: 妳與那未曾知曉的色彩= The 

color we have never glimpsed/Martion

莫昕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莫昕工作

室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62-1-1 (EPUB) NT$150  

錯體冤家?/紀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58-426-3 (EPUB)  

臉上痣/LittleSweetie 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旭儒, 11008 .-- 21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71-4-1 (平裝) 

NT$300  

謊言遊戲. 2, 騙子轉學生被小惡魔學

姊盯上了/久追遥希作; Kyo 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

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387-4 ( 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388-1 (平裝

首刷限定版)  

醜皇/易人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旭儒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6671-6-5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350 .-- 

ISBN 978-986-06671-7-2 (下冊:平裝) 

NT$349  

臨淵行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01-2 ( 第 26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02-9 (第 2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03-6 (第 2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04-3 

(第 2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505-0 (第 30 冊:平裝)  

總裁嫖鴨沒帶錢/ami 亞海著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41%海風的甜度 , 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24-5-2 (EPUB)  

謎遊/文生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

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2-167-3 (EPUB)  

醜聞/悍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悍

兔, 11008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498-3-5 (平裝) NT$300  

壓寨狼君/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禾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35-685-1 (EPUB)  

壓寨狼君/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禾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35-688-2 (PDF)  

騎士的血脈. 1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04-3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0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05-0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1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06-7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2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07-4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3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6-3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4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3-4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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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士的血脈. 15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9-5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6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4-1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7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5-7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8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7-3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19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9-6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7-0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0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2-8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1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8-8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2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0-3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3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6-6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4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3-5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5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09-8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6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8-0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7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5-8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8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8-9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29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8-7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0-2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0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9-7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1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3-2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2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1-9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3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5-6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4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4-0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5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4-9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6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6-4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7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2-6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8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6-5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39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7-2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4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4-2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40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1-1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41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3-3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42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1-0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43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22-7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44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08-1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45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5-9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5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10-4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6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1-8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7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37-1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8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2-5 (EPUB)  

騎士的血脈. 9/血珊瑚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7-40-1 (EPUB)  

轉生魔王茱麗葉 /久慈マサムネ作 ; 

何宜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316-4 (第 1 冊:平裝)  

雙星之陰陽師: 三天破邪/助野嘉昭

原作; 田中創作; 楊涴如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92-8 (平裝)  

翹家公主/鄭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32-4 (EPUB)  

轉機/娥蘇拉.勒瑰恩著; 嚴韻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93-7 (PDF)  

轉機/娥蘇拉.勒瑰恩著; 嚴韻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59-996-8 

(EPUB)  

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

廢柴這件事 /佐伯さん作 ; 郭蕙寧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355-3 (第 4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356-0 (第 4

冊:平裝豪華限定版) .-- ISBN 978-

957-26-7357-7 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限定

版)  

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. 7, 來自洛可可

娜部落國的使者/貓寬作 .-- 初版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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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1-048-9 (PDF)  

鏡界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
燕文創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132-5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11-131-8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11-130-1 (第 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11-129-5 (第 5 冊:平裝)  

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. 3: 青梅

竹馬還是算了吧/紙城境介作; 可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690-7 (EPUB)  

獻身公主/鄭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30-0 (EPUB)  

懸案密碼/猶希.阿德勒.歐爾森(Jussi 

Adler-Olsen)著; 王雪莉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8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6686-9-8 (全套:

平裝) NT$3228  

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: 史上最強的魔

王始祖,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. 5/秋

作; 薛智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77-8 (EPUB)  

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. 31. 未來篇/佐

島勤作; 哈泥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678-5 (EPUB)  

攝政王的掌中花/菲比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86-8 (EPUB)  

攝政王的掌中花/菲比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89-9 (PDF)  

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/川口士作 ; 

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358-4 (第 6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359-1 

(第 6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歡迎光臨夢境百貨: 您所訂購的夢已

銷售一空/李美藝著; 林芳如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寞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44-7-4 (EPUB)  
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. 2 年

級篇. 2/衣笠彰梧作; Arieru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679-2 

(EPUB)  

變法/上官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77-9 (EPUB)  

變法/上官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82-3 (PDF)  

戀物語. 1, 說了愛以後/尾巴著 .-- 臺
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658-595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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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80-8 

(EPUB)  

戀與香味的魅惑氣息: 王牌經紀人的

甜香勾引/草子信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5668-1 ( 平 裝 ) 

NT$270  

戀戀江湖/籽月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

聯合線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2-168-0 (EPUB)  

鸞鳳譜/水龍吟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550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551-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552-4 (第 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553-1 (第 4

冊:平裝)  

妖怪公館的新房客. 10/藍旗左衽著 .-

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三日月書版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4-01-6 (EPUB)  

妖怪公館的新房客. 9/藍旗左衽著 .-- 

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三 日 月 書 版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4-02-3 (EPUB)  

夜鴉事典. 7/碰碰俺爺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03-0 (EPUB)  

夜鴉事典. 8/碰碰俺爺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04-7 (EPUB)  

怪談病院 Panic!. 3/小丑魚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05-4 

(EPUB)  

怪談病院 Panic!. 4/小丑魚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06-1 

(EPUB)  

異遊鬼簿: 海魂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378-9 (EPUB)  

A 子不會預言自己死亡 . 1/午夜藍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4-12-2 (EPUB)  

青雨之絆/微混吃等死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07-8 (EPUB)  

怠惰魔王的轉職條件. 1/雪翼著 .-- 

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三 日 月 書 版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4-11-5 (EPUB)  

怠惰魔王的轉職條件. 2/雪翼著 .-- 

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三 日 月 書 版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4-13-9 (PDF)  

異遊鬼簿: 青墓原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41-380-2 

(EPUB)  

異遊鬼簿: 乾嬰屍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41-377-2 

(EPUB)  

異遊鬼簿: 爛鬼樓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41-376-5 

(EPUB)  

遊戲結束之前. 2/草子信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74-08-5 

(EPUB)  

遊戲結束之前. 3/草子信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74-09-2 

(EPUB)  

編輯是魔法少年/酒月酒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74-10-8 

(EPUB)  

我 們 只 有 1/ 馬 克 . 柴 德 里 斯 (Mark 

Childress)著; 陳宗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363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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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咖少女事件簿. 10, 進擊的寵物保

姆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94-0-3 (PDF)  

怪咖少女事件簿. 7, 天團誕生實境秀

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94-4-1 

(PDF)  

怪咖少女事件簿. 8, 妮琪的魔境夢遊

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94-5-8 

(PDF)  

怪咖少女事件簿. 9, 作秀女王的惡搞

日記/Rachel Renée Russell 作; 陳宏淑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94-3-4 (PDF)  

其他 

<<金瓶梅演義>>: 儒學視野下的寓

言闡釋/李志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2-925-2 (PDF)  

<<鳥博士教育桌遊>>知識小品= Dr. 

bird educational board game/ 陳建 銘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6 .-- 

56 面; 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

944-6 (平裝)  

(圖解)一寫就成真!神奇高效手帳筆

記術/佐藤惠著; 蔡麗蓉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65-4 (EPUB)  

(圖解)一寫就成真!神奇高效手帳筆

記術/佐藤惠著; 蔡麗蓉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68-5 (PDF)  

(圖解)零基礎入門 Excel X Python 高

效工作術/金宏和實著; 許郁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67-8 

(EPUB)  

(圖解)零基礎入門 Excel X Python 高

效工作術/金宏和實著; 許郁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70-8 

(PDF)  

+2 的高效微鍛鍊: 韓星私人教練的

30 天徒手健身計畫,從 2 分鐘開始,

成為堅持每天運動的人 /文智淑作 ; 

陳品芳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31-1 (EPUB)  

+2 的高效微鍛鍊: 韓星私人教練的

30 天徒手健身計畫,從 2 分鐘開始,

成為堅持每天運動的人 /文智淑作 ; 

陳品芳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34-2 (PDF)  

100 张图搞懂获利关键/方天龙着 .-- 

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 11008 .-- 20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1-07-

8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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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07-4 (EPUB)  

1989-2021: 我所經歷的中國海外民

運三十年/秦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銳文創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40-52-4 (EPUB)  

1 小時讀懂!圖解杜拉克入門(暢銷新

版)/森岡謙仁著; 朱麗真譯 .-- 二版 .-

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2-04-8 (EPUB)  

1 天 5 分鐘身材管理: 300 萬人都說

讚的肌群鍛鍊與健康伸展/Jeon Hayu, 

Lee Heongyu, Hwang Boin 作; 陳品芳

譯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593-0 (EPUB)  

*2021 Symposium on Thermodynamics 

and Process Systems 

Engineering/Cheng-Liang Chen, Chong 

Wei Ong .-- 臺北市 : 陳誠亮, 11006 .-- 

3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045-8 (平裝)  

2021 防疫大作戰(易讀版)/楊美華主

編  .-- 臺 南 市  : 德 蘭 啟 智 中 心 , 

11008 .-- 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024-2-0 (平裝)  

2022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/陳惠貞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69-5 

(PDF)  

45%的天堂: 一趟人生價值的心靈探

索,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找到再出發

的勇氣/劉在武, 李君偉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61-8 (PDF)  

45%的天堂: 一趟人生價值的心靈探

索,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找到再出發

的勇氣/劉在武, 李君偉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64-9 (EPUB)  

4 步驟學會高勝率外匯交易法: 前大

型銀行頂尖 FX 交易員教你從市場

判讀到資金管理/鈴木拓也著; 陳識

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15-0 (EPUB)  

60 歲的我,也能完成 226 超級鐵人三

項: 跨越年齡,超越極限,勇於挑戰的

曾文誠/曾文誠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堡壘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7-1-4 (EPUB)  

60 歲的我,也能完成 226 超級鐵人三

項: 跨越年齡,超越極限,勇於挑戰的

曾文誠/曾文誠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堡壘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7-2-1 (PDF)  

<<我是傳奇>>: 我不是聖人,我是剩

下來的人及人生之旅 /李淵洲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79-6 

(PDF)  

进入股市必读!: 操盘天王写给新手

的买股速成胜经/方天龙著 .-- 新北

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 11008 .-- 24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1-06-1 

(平裝)  

A heart of joy and ease/author Shih 

Cheng Yen; translation Dharma as 

Water Team,Tzu Chi USA .-- 臺北市 : 

靜思人文, 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41-2-5 (平裝)  

Aiming high/Joseph Henley, Sandrine 

Ti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
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22-66-

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522-67-4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22-68-1 (第 3 冊:平裝)  

AI 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

思維與演算法: 使用 C++/吳燦銘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37-4 

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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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 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

思維與演算法: 使用 C++/吳燦銘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38-1 

(EPUB)  

Blessings of joy/written by Jean-Jacques 

Gabriel; illustrations by Rollie, Manila, 

Philippines .-- 臺 中 市  : NunoFelt 

Studio, 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7-14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BTS:THE REVIEW 當我們討論 BTS: 

嘻哈歌手與 IDOL 之間的音樂世界,

專輯評論 X 作家專欄 X 跨領域專家

對談 ,深度剖析防彈少年團 /金永大

(김영대)著; 曹雅晴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13-9-3 (PDF)  

BTS:THE REVIEW 當我們討論 BTS: 

嘻哈歌手與 IDOL 之間的音樂世界,

專輯評論 X 作家專欄 X 跨領域專家

對談 ,深度剖析防彈少年團 /金永大

(김영대)著; 曹雅晴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07-0-7 (EPUB)  

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. 2020/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民主基金會, 11006 .-- 33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31-0-

4 (平裝)  

Claritism: remove humanity to rebuild It 

and repair Earth/[author James C. Lin] .-

- 臺中市 : 林家瑋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14-4 (EPUB)  

Claritism: remove humanity to rebuild it 

and repair earth/author James C. Lin .-- 

臺中市 : 林家瑋, 11006 .-- 206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15-1 (平

裝)  

Come to live(student's book). book 

2/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.-- 臺北

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6 .-- 8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73-1 (平

裝)  

Come to live(workbook A). book 

2/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.-- 臺北

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6 .-- 3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75-5 (平

裝)  

Come to live(workbook B). book 

2/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.-- 臺北

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76-2 (平

裝)  

Dr.史考特的一分鐘健瘦身教室: 用

科學 x 圖解破除迷思,打造完美體

態!/史考特(王思恒)著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596-8 (EPUB)  

English for everyday communication. 

1/authors 沈惠君, 林勤敏, 陳麗清, 楊

錦麗, 趙雅莉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
文教, 11008 .-- 232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5-53-1 (平裝)  

English for everyday communication. 

2/authors 王家音, 林怡伶, 許惠芬, 康

惠晴, 程春美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
文教, 11008 .-- 240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5-54-8 (平裝)  

English for everyday communication. 

3/authors 王妙妃, 李右芷, 馬蕙萱, 蔡

嬌燕, 謝玉華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
文教, 11008 .-- 256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5-55-5 (平裝)  

Excel VBA: 最強入門邁向頂尖高手

之路. 上冊/洪錦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深智數位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12-6 (PDF)  

Excel VBA: 最強入門邁向頂尖高手

之路. 下冊/洪錦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深智數位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13-3 (PDF)  

Falun Dafa: guiding the voyage/by 

Hongzhi Li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

11008 .-- 8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632-73-8 (平裝) .-- ISBN 978-

957-8632-74-5 (精裝)  

Further discussions on Falun Dafa/by 

Hongzhi Li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

11008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632-75-2 ( 平 裝 ) .-- ISBN 

978-957-8632-76-9 (精裝)  

George Shaw: A Scrap of History-歷史

片斷/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 :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, 

11009 .-- 69 面; 27X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038-4-0 (精裝)  

Giraffeland(student book)/writer/editor 

Edward 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

Emily 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 

11008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65-1-9 (第 2 冊:平裝)  

Go kiwi phonics. book 2/written by Beth 

Lin, Shirley Yee, Alisha Lee .-- 新北市 : 

奇異鳥實業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1-3-8 (平裝)  

Google Analytics 網站資料分析: 網路

行銷與商務決策的利器/吳燦銘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05-3 

(EPUB)  

Google Analytics 網站資料分析: 網路

行銷與商務決策的利器/吳燦銘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16-9 

(PDF)  

Hungry 渴望: Noma 傳奇主廚的世界

尋味冒險,帶你深度體驗野地食材的

風味、採集與料理藝術/傑夫.戈迪尼

爾(Jeff Gordinier)著; 洪慧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95-6 

(EPUB)  

iOS 14 程式設計開發與應用: 奠定基

礎概念+活用開發技巧+引領新手輕

鬆上手/游鴻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06-0 (EPUB)  

iOS 14 程式設計開發與應用: 奠定基

礎概念+活用開發技巧+引領新手輕

鬆上手/游鴻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17-6 (PDF)  

J.S. BACH 巴蒂達: 巴赫指法與觸鍵= 

Partita/宋允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全音樂譜, 11007 .-- 12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3-43-5 (平裝)  

JavaScript 概念三明治: 基礎觀念、

語法原理一次帶走!/蔡木景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36-7 (PDF)  

JavaScript 概念三明治: 基礎觀念、

語法原理一次帶走!/蔡木景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34-839-8 

(EPUB)  

Kairos: studies in cultures and literatures. 

2.1/蔡仁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

鶴, 11006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47-945-3 (平裝) 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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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POP 王者演唱會幕後製作全紀錄: 

從出道 Showcase 到世界級體育競技

場巡迴.疾速成長 live 紀實/金相旭

(김상욱)作; 金允珠(김윤주)繪; 莫莉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4-553-9 (EPUB)  

KPOP 王者演唱會幕後製作全紀錄: 

從出道 Showcase 到世界級體育競技

場巡迴.疾速成長 live 紀實/金相旭

(김상욱)作; 金允珠(김윤주)繪; 莫莉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4-554-6 (PDF)  

La reine: Miao Yu, impératrice du 

royaume des oiseaux solaires/auteur 

Chris Yu-Lin Huang; traductrice 

Christine Deborah Moreno .-- [初版] .-- 

臺中市 : 宮華文化, 11008 .-- 129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825-1-7 

(精裝)  

Letters from Heavenly Father (enlarged 

print)/author Hanna Sara .-- 1st ed. .-- 

彰化縣 : Hanna Sara, 11005 .-- 112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87-2 

(平裝)  

Life Balancer: 健身 x 日常,成為自己

的生活平衡大師/金鎮宇作; 黃莞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685-3 (EPUB)  

LINE 社群的集客吸粉行銷必勝術/

榮欽科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807-7 (EPUB)  

LINE 社群的集客吸粉行銷必勝術/

榮欽科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818-3 (PDF)  

Meta 分析實作: 使用 Stata/張紹勳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72-9 

(PDF)  

Mixcraft 數位成音國際認證(Mixcraft 

Certified Associate Program 官 方 用

書)/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34-808-4 

(EPUB)  

Mixcraft 數位成音國際認證(Mixcraft 

Certified Associate Program 官 方 用

書)/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19-0 (PDF)  

NHK きょうの料理 冷凍快煮一人餐: 

會用微波爐就會煮!營養均衡、方便

省時的烹飪密技/堤人美著; 黃嫣容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16-7 (EPUB)  

PowerPoint 2016/2019 高效實用範例

必修 16 課/鄧文淵總監製; 文淵閣工

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871-8 (PDF)  

Reading comprehension:developing 

fiction and nonfiction skills. level F/by 

Teacher Created Materials. Inc. .-- 臺北

市 : 書林, 11008 .-- 144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45-946-9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Returning to direct experiences/author 

Guru Yutang Lin .-- 臺中市 : 林鈺堂, 

11006 .-- 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029-8 (平裝)  

Seeking the truth, finding the light, 

following the way/by Germain 

Coulombe .-- 苗 栗 縣  : Germain 

Coulombe, 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059-5 (平裝)  

Smart collectibles: unlocking the value 

of non: fungible tokens (NFTs)/author 

Andrew Fai(費聿安) .-- 臺北市 : 怡星

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5-4-1 (PDF)  

Step into target reading: smart ways to 

build comprehension. 1(寂天雲隨身聽

APP 版)/Owain Mckimm, Shara Dupuis, 

Laura Phelps 著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

市 : 寂天文化, 11006 .-- 11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25-4 (16K 平

裝)  

Step into target reading: smart ways to 

build comprehension. 3(寂天雲隨身聽

APP 版 )/Owain Mckimm, Zachary 

Fillingham, Shara Dupuis, Richard 

Luhrs 著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寂

天文化, 11006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0-024-7 (16K 平裝)  

Story of My Life 文學.閱讀.書寫/江姵

璇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, 

11007 .-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8-290-2 (平裝)  

The pastor and the matriarch of the 

German underground and their times: a 

Polish perspective/by Vince Barwinski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9 .-

- 9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8-12-5 (平裝) NT$900  

The simple little book on english 

tenses/author Tyler Garrison .-- 1st ed. .-

- 臺 北 市  : Stokes Learning and 

Literature, 11006 .-- 60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33-0-2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The Sketchbook. Book One/by Yi-tang 

Gwendolyn Chen .-- 1st ed. .-- 高雄市 : 

小燕尾出版社, 11009 .-- 65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88-0-2 (平裝)  

Windows APT Warfare: 惡意程式前線

戰術指南/aaaddress1(馬聖豪)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35-0 (PDF)  

Windows APT Warfare: 惡意程式前線

戰術指南/aaaddress1(馬聖豪)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34-841-1 

(EPUB)  

Yes,I do.我願意!: 從相遇、相知到相

守的伴侶相處方程式/王壽南著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05-3338-5 

(EPUB)  

Z 世代經濟學: Z 世代將如何改變商

業未來,我們又該如何因應?/傑森.多

希(Jason Dorsey), 丹妮絲.薇拉(Denise 

Villa)著; 邱碧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6-170-8 (EPUB)  

「十二年國教之挑戰與創新」學術

研討會論文集/胡憶蓓, 鄭瑞娟, 吳宥

婕, 鐘文淇編輯 .-- 臺中市 : 靜宜大

學, 11006 .-- 25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31-0-1 (平裝)  

「在-世界-之中-存在」的時間: 海德

格爾與康德的思想對話/潘兆雲著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58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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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手珍貴訪談錄: 橫跨 30 年,11 場關

於愛、自由、人生及法律的對話/傑

佛瑞.羅森著; 朱怡康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0-047-3 (PDF)  

「鬼滅之刃」戰鬥人生生存語錄/藤

寺郁光作; 王詩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啟明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12-0-8 (EPUB)  

一人一半的快意歲月 /張笑禎作 .-- 

新竹縣 : 張笑禎, 11006 .-- 28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37-3 (精

裝)  

一日一生的愛/Charles 文.攝影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32-4 (EPUB)  

一分鐘健瘦身教室. 2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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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1 個健瘦身

迷思!/史考特(王思恒)著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594-4 (EPUB)  

一生中必須依靠的九種人/李志剛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37-7-0 (PDF)  

一生必修的科學思辨課/江才健著 .-- 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遠見天下文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207-6 (EPUB)  

一生必修的科學思辨課/江才健著 .-- 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遠見天下文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208-3 (PDF)  

一本書讀懂所有佛經/妙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09-5 (PDF)  

一生都能好好記憶: 哈佛神經科學家

寫給每個人的大腦記憶全書,遺忘不

是敵人,簡單練習,訓練記憶陪你走的

更遠/莉莎.潔諾娃(Lisa Genova)著; 黃

庭敏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

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98-702-4 (PDF)  

一本讀通乳癌. 2021 增訂版/和信乳

癌多科整合診治團隊作 .-- 增訂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, 11005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585-3-8 

(EPUB)  

一份創意,雙層勇氣: 漢堡王創辦人

生命與領導力的美味傳奇/吉姆.麥克

拉摩(Jim McLamore)著; 簡秀如譯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5907-2 (EPUB)  

一份創意,雙層勇氣: 漢堡王創辦人

生命與領導力的美味傳奇/吉姆.麥克

拉摩(Jim McLamore)著; 簡秀如譯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5921-8 (PDF)  

一起吃 Taiwan 美食= Eat Taiwanese 

food together/丁丁, 薇薇著 .-- 第一

版 .-- 桃園市 : 網迅雲端, 11006 .-- 

112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740-61-9 (精裝) NT$380  

一個頂尖運動員的誕生: 從專業引導

到科學輔助訓練,看冠軍如何從「勝」

到 「 常 勝 」 / 提 姆 . 威 格 莫 (Tim 

Wigmore), 馬 克 . 威 廉 斯 (Mark 

Williams)作; 楊玲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34-91-1 (EPUB)  

一 個 瑜 伽 行 者 的 自 傳 / 尤 迦 南 達

(Paramhansa Yogananda)作; 劉粹倫譯; 

周寧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紅桌文

化, 11006 .-- 約 1035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159-7-0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549  

人工智慧大現場. 實用篇: 35 天從入

門到完成專案/黃義軒, 吳書亞, Kavin 

Na Yang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834-3 (PDF)  

人工智慧大現場. 實用篇: 35 天從入

門到完成專案/黃義軒, 吳書亞, Kavin 

Na Yang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840-4 (EPUB)  

人生大多是小事,沒有什麼了不起/蔡

瀾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185-2 (EPUB)  

人生的片隅: 夏眉散文集/夏眉著 .-- 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29-8 (EPUB)  

人生賽道,勇敢試也要勇敢放棄/劉宥

彤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06 .-- 約 24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30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380  

人生關鍵字: 僧侶、醫師與哲學家的

智慧探索/馬修.李卡德, 克里斯多福.

安得烈, 亞歷山大.喬連安合著; 李佳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34-8 

(EPUB)  

力抗暗黑: Azure 資安天使的逆襲/葛

明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809-1 (EPUB)  

力抗暗黑: Azure 資安天使的逆襲/葛

明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827-5 (PDF)  

人性反思與敘述魅力: 嚴歌苓小說論

評/李仕芬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

威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30-4 (EPUB)  

八桂古城: 漢後兩千年的廣西古城探

索/鄭舟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754-7 (EPUB)  

十個步驟成為鬆餅高手/郭珈妏著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

家協會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11-1-8 (PDF)  

入陣的人: 神行子弟鬥陣事件簿/跳

舞鯨魚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37-6 (EPUB)  

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/劉淇昆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203-5 

(PDF)  

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/劉淇昆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206-6 

(EPUB)  

人間告白/金魚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光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43-41-9 (EPUB)  

人慈: 橫跨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,用

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/羅格.布雷格曼

(Rutger Bregman)著; 唐澄暐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209-7 

(EPUB)  

人慈: 橫跨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,用

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/羅格.布雷格曼

(Rutger Bregman)著; 唐澄暐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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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212-7 (PDF)  

人鼠之間: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,20 世

紀美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/約翰.

史坦貝克(John Ernst Steinbeck)著; 蔡

宗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27-9-5 (EPUB)  

人聲學究/黃裕祁作 .-- 再版 .-- 屏東

縣 : 黃裕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07-6 (PDF)  

人類思想史上具有永恆價值的二大

智慧奇書/陳書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437-4-9 (PDF)  

人類與自然的祕密連結: 發掘與自然

共生的證據,找回人、動物與植物被

遺 忘 的 聯 繫 與 需 求 / 彼 得 . 渥 雷 本

(Peter Wohlleben)著; 王榮輝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81-2 (EPUB)  

人體+動物+風景素描合集/傑克.漢姆

(Jack Hamm)著; 黃文娟, 羅嵐, 陳冠

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0-168-8 (EPUB)  

山、人與荒野: 一堂貫穿古今中外的

戶外文化通識課/董威言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06-6-2 (EPUB)  

山、人與荒野: 一堂貫穿古今中外的

戶外文化通識課/董威言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06-7-9 (PDF)  

上一堂輕鬆的科技小史: 從基因工程

到人工智慧,數理學渣也能快速上手

的科技課/侯東政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6-753-0 (EPUB)  

三十五歲前女人所做的事決定一生/

王星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37-6-3 (PDF)  

三十五歲前男人所做的事決定一生/

王星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37-5-6 (PDF)  

女人最愛玩趣味心理遊戲/曾千庭作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33-1 

(EPUB)  

女人與女孩的原罪: 粗話、野心及欲

望,是女性可以擁有的嗎?/莫娜.艾塔

哈維(Mona Eltahawy)著; 聞翊均譯 .-- 

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39-2 

(EPUB)  

小小理財家: 如何從一百元變成一百

萬?/詹姆士.麥肯納(James Mckenna), 

珍寧.格里斯塔(Jeannine Glista), 麥特.

封丹(Matt Fontaine)作; 陳怡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78-4 

(EPUB)  

小小理財家: 如何從一百元變成一百

萬?/詹姆士.麥肯納(James Mckenna), 

珍寧.格里斯塔(Jeannine Glista), 麥特.

封丹(Matt Fontaine)作; 陳怡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81-4 

(PDF)  

小 王 子 ( 台 語 版 )/Antoine de Saint-

Exupéry 作; 蔡雅菁譯; 郭雅瑂, 張毓

棬, 高銘孝台語朗讀 .-- 臺北市 : 前

衛, 11006 .-- 約 142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01-957-7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 

大中華地區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. 

2021(中文標準版)/張世宗編著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雷 舍 商 務 鑑 價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083-5-4 (PDF)  

大四生涯的最後一哩路: 文案企劃與

出版作品集/王士豪, 周欣穎, 郭懿瑄, 

李宛錡, 楊舜智, 邱韋傑, 黃忻珏, 鍾

采玲, 唐雅琪, 宋佳融, 黃彥蓉作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98-7 

(PDF)  

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

乘經、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、

金光明最勝王經(大吉天女品第十六、

大吉祥天女增長財物品第十七)合訂

本/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, 11007 .-- 4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6-6-

5 (平裝)  

大肚山區無形資產文創文宣/李栩鈺

著 .-- 臺中市 : 翔思游藝社, 11006 .-- 

95 面 ; 21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6079-3-4 (平裝) NT$500  

大亨小傳(中英雙語典藏版)/史考特.

費茲傑羅(F. Scott Fitzgerald)著; 邱淑

娟譯  .-- 二版  .-- 臺中市  : 晨星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21-5 (EPUB)  

小朋友最喜歡的中國歷史地圖/智慧

鳥編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2-918-4 (PDF)  

下個 10000 小時,你打算怎樣過?/周

結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

國際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41-356-7 (EPUB)  

大師級 Excel 取巧工作術/望月實, 花

房幸範著; 邱惠悠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2-53-4 (EPUB)  

大師級 Excel 取巧工作術/望月實, 花

房幸範著; 邱惠悠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2-54-1 (PDF)  

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. 三/徐醒民講 .-

- 彰化縣 : 雪明講習堂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51-8 (PDF)  

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. 四/徐醒民講 .-

- 彰化縣 : 雪明講習堂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52-5 (PDF)  

小草鸚鵡飼育指南: 深入淺出解說飼

養照護、繁殖與多彩的羽色基因/黃

漢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10-9 (EPUB)  

下飯的菜: 用心選料、慢食享用,最

單純的最美味!/蔡全成, 李建錡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59-1-8 

(EPUB)  

已經在家了還是好想回家: 真羨慕蝸

牛,因為他的家好近/權螺濱(권라빈)

著; 金希定(정오)繪; 翟云禾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06-169-2 

(EPUB)  

大腦韌性: 高齡化時代最重要的健康

資產/桑賈伊.古普塔(Sanjay Gupta)著; 

張瓊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129-6-7 (EPUB)  

大腦韌性: 高齡化時代最重要的健康

資產/桑賈伊.古普塔(Sanjay Gupta)著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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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瓊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129-7-4 (PDF)  

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/勞倫斯.卜洛克

(Lawrence Block)作; 傅凱羚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44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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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33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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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42-8 (EPUB)  

大學社會責任暨社會工作實務研討

會論文集. 2020/ .-- 苗栗縣 : 育達科

大, 11006 .-- 19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911-83-6 (平裝)  

大學學科能力測驗: 必備 4500 單字= 

Scholastic ability test 4500 word power 

pamphlet/張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張維英文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6374-75-3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220 .-- ISBN 978-986-6374-76-0 

(第 2 冊:平裝) NT$22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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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42-50-3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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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42-51-0 (PDF)  

大難之後: 留下來的我們如何修復心

碎,活出不被悲劇擊垮的人生/麗.塞

爾斯(Leigh Sales)著; 駱香潔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03-5 (PDF)  

大難之後: 留下來的我們如何修復心

碎,活出不被悲劇擊垮的人生/麗.塞

爾斯(Leigh Sales)著; 駱香潔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4-004-2 

(EPUB)  

太乙救苦護身妙經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和裕, 11007 .-- 48 面; 1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156-8-5 (平裝) NT$30  

水力發電在綠能時代的新價值: 放眼

活化效益於未來,探究水力發電的時

代價值正其時= 今こそ問う 水力発

電の価値: その恵みを未来に生かす

ために/角哲也, 井上素行, 池田駿介, 

上阪恒雄原著監修; 蘇藤成翻譯 .-- 

臺北市 : 中興工程基金會, 11006 .-- 

1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7142-85-6 (平裝)  

天才的條件: 17 位創作大師的天賦、

激 情 與 魔 性 / 保 羅 . 約 翰 遜 (Paul 

Johnson)著; 蔡承志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59-979-1 (EPUB)  

天才的條件: 17 位創作大師的天賦、

激 情 與 魔 性 / 保 羅 . 約 翰 遜 (Paul 

Johnson)著; 蔡承志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59-990-6 (PDF)  

天才的條件: 17 位創作大師的天賦、

激 情 與 魔 性 / 保 羅 . 約 翰 遜 (Paul 

Johnson)著; 蔡承志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4-000-4 (EPUB)  

巴比倫致富聖經: 用 10%薪水,賺到

100%的人生(經典新譯.漫畫版)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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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14-9 (EPUB)  

天文教室 50 堂入門課/陳文屏著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5899-0 (EPUB)  

天文教室 50 堂入門課/陳文屏著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5913-3 (PDF)  

日本中世近代歷史文化合集/河合敦, 

外 川 淳 , 愛 德 華 . 摩 斯 (Edward 

Sylvester Morse)著; 陳念雍, 黃秋鳳, 

林農凱, 朱炳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易博士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80-171-8 (EPUB)  

不打不罵,陪孩子走過叛逆風暴/蔡萬

剛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07-3 (EPUB)  

日本世代標籤: 團地族、橫出世、低

溫世代、乙男蟻女、蛇顏男、刀劍

女 、 絆 婚 …... 昭 和 、 平 成 到 令 和

START!124 個看穿日本一世紀社會

變化的世代標籤事典/茂呂美耶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0-061-9 

(EPUB)  

日本住屋＋繪畫＋竹圍籬美學合集/

愛德華.摩斯(Edward Sylvester Morse), 

菅田友子, 吉河功著; 朱炳樹, 劉人瑋, 

方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0-172-5 (EPUB)  

公司法爭點即時通 /巧巧兵作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007 .-- 38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6-7-

6 (平裝) NT$420  

日本風俗店極樂巡禮手冊: 正港男子

漢專用,根治男人渾身的癢/MANIAC 

LOVE 研究會編著; 何姵儀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714-3 

(EPUB)  

不可思議的人體: 讓醫學博士告訴你

正確的人體知識與不可思議之謎/荻

野剛志監修; 伊之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晨星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9-38-3 (EPUB)  

孔令海食雕精品賞析/孔令海編著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28-8 (EPUB)  

孔令海藝術食雕. 花鳥篇/孔令海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01-1 (EPUB)  

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專刊. 108

學年度/鄭靜宜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輔

大出版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9-26-9 (PDF)  

天母傳家寶: 天母真傳/張永明總編

輯  .-- 臺北市  : 臺北天母扶輪社 , 

11007 .-- 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8188-1-1 (平裝)  

中老年法式滾球參與者成癮風險、

身體活動量、睡眠品質及健康生活

品 質 調 查 = Survey of exercise 

addiction risk, exercise activity, quality 

of sleep and quality of health life of 

pétanque participators in middle-age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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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d elderly adults/陳順義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嘉任國際, 11009 .-- 85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6229-2-0 

(平裝) NT$250  

公共政策分析/Peter Knoepfel, Corrine 

Larrue, Frédéric Varone, Michael Hill

著; 曾健准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

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32-621-8 (PDF)  

中共間諜活動: 情報入門/彼得.馬提

斯 (Peter Mattis), 馬 修 . 布 拉 席 爾

(Matthew Brazil)著; 林詠心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55-8 (EPUB)  

*少年新眼光: 淚水中看見希望/少年

新眼光推動小組 (Youth Should See 

Visions)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教會

公報, 11007 .-- 192 面; 20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471-92-6 (平裝)  

*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故事/約翰.沃夫

岡.馮.歌德原作; 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

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120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01-

9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  

心宅療癒觀元辰: 絲雨老師教你微調

心宅,讓幸運由心生,以自身力量翻轉

人生困境/鍾絲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6-04-9 (EPUB)  

手作果醬研究室: 100 道把新鮮水果

變成常備抹醬的美味/飯田順子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1-6-0 

(PDF)  

日系設計師的色彩搭配辭典/新井美

樹作; 陳心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積木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9-326-2 (EPUB)  

不怕!先走再說/吳惠蘭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淡江教會, 11007 .-- 2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83-1-8 

(平裝)  

*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大德受

命章第六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6 .-- 

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88-0-3 (平裝) NT$300  

*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至聖至

誠章第九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6 .-- 

1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88-3-4 (平裝) NT$300  

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序言集

全書大旨第十 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

11006 .-- 4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88-4-1 (平裝) NT$300  

*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哀公問

政章第八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8 .-- 

1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88-2-7 (平裝) NT$300  

*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聖人之

道章第七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6 .-- 

1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88-1-0 (平裝) NT$300  

中東教派衝突史: 什葉派與遜尼派的

千年恩怨/張育軒作.主講 .-- 新北市 : 

一刻鯨選, 11006 .-- 約 165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0-47-1 (線上

有聲書(M4A))  

心映: 徐玉娟創作品/ .-- 高雄市 : 徐

玉娟彩風畫室, 11009 .-- 84 面; 20X2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8-0-8 (平

裝) NT$600  

反思「死亡」: <<三言>>的死亡故

事與主題研究/金明求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26-932-8 

(EPUB)  

中英文互譯所用不同文化意象之範

例對照/羅吉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文鶴, 11006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47-946-0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不要再回覆他的短訊 ,好嗎 /Middle

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658-610-1 

(EPUB)  

不流血的戰役: 非暴力抗爭的理論與

實踐/孫友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勞工陣線, 11007 .-- 38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707-5-8 (平

裝) NT$350  

不勉強自己,把日子過成喜歡的樣子/

金秀顯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22-9 (PDF)  

不勉強自己,把日子過成喜歡的樣子/

金秀顯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25-0 (EPUB)  

*手風琴入門/蔡偉靖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巍聲國際藝術文化, 11006 .-

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4393-1-2 (平裝) NT$300  

方便醬快速做好菜/程安琪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, 11007 .-- 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4-178-

0 (平裝) NT$300  

火神的眼淚: 職人影視原創劇本/影

像寫真書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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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82-96-8 (PDF)  

丹麥人在安東/鴻路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40-53-1 (EPUB)  

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/過子庸著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24-5 (PDF)  

水域及防墜安全教案手冊. 國小篇/

林月琴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靖娟兒童

安全文教基金會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6079-6-4 (PDF)  

水域及防墜安全教案手冊. 國中篇/

林月琴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靖娟兒童

安全文教基金會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6079-7-1 (PDF)  

中國中藥圖典/黃璐琦主審; 李勇主

編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6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747-1 (上冊:

精裝) NT$3000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48-8 (下冊:精裝) NT$3000  

中國中藥圖典/黃璐琦主審; 李勇主

編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6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749-5 (全套:

精裝) NT$3000  

中國出了紅太陽/巴山草民著 .-- 一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秀 威 資 訊 科 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31-1 (EPUB)  

水域安全教育教材知能手冊/林月琴

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靖娟兒童安全文

教基金會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079-8-8 (PDF)  

內部控制三道防線與裁罰缺失改善: 

以產險公司為例. V 2.0/王怡心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275-3-4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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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期刊: 創刊詞錄/王修求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90-1 (PDF)  

心理學合集: 圖解心理學+圖解榮格

心理學+圖解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+

圖解認知心理學/曾寶瑩, 長尾剛, 林

逸鑫, 謝嘉恩著; 蕭雲菁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73-2 (EPUB)  

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四編/林

慶彰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
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18-498-8 (全套:精裝) NT$36000  

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招考

與學習成效分析暨課程精進建議: 以

「中藥炮製及藥材學」課程為例/陳

乃綸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陳乃

綸, 11007 .-- 12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39-7 (平裝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書法: 北碑與南

帖之爭.金石書派的濫觴. 1/邱建一

作  .-- 臺 北 市 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60-1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書法: 北碑與南

帖之爭.金石書派的濫觴. 2/邱建一

作  .-- 臺 北 市 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75-5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書法: 碑學書派

全盛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

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9-61-8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書法: 碑學書派

全盛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

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9-62-5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書法: 碑學書派

全盛: 鄧何趙 劉墉 伊秉綬 畢沅. 3/邱

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63-2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清代書法: 碑學書派

全盛: 鄧何趙 劉墉 伊秉綬 畢沅. 4/邱

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64-9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揚州畫派: 揚州畫派

畫家們.失意官場的文人. 1/邱建一

作  .-- 臺 北 市 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65-6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揚州畫派: 揚州畫派

畫家們.失意官場的文人. 2/邱建一

作  .-- 臺 北 市 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66-3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揚州畫派: 畫鬼的職

業畫家.花之寺僧 羅聘. 1/邱建一作 .-

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9-67-0 

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揚州畫派: 畫鬼的職

業畫家.花之寺僧 羅聘. 2/邱建一作 .-

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9-68-7 

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繁華的十里洋場.海

上畫派崛起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
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9-69-4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繁華的十里洋場.海

上畫派崛起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
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9-70-0 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璽印篆刻: 詩書畫印

的全盛.公私鑑藏章. 1/邱建一作 .-- 

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9-71-7 

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璽印篆刻: 詩書畫印

的全盛.公私鑑藏章. 2/邱建一作 .-- 

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9-72-4 

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璽印篆刻: 璽印的流

傳.金紫與銀青的頭銜. 1/邱建一作 .-

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9-73-1 

(EPUB)  

中國藝術鑑賞: 璽印篆刻: 璽印的流

傳.金紫與銀青的頭銜. 2/邱建一作 .-

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9-74-8 

(EPUB)  

反景入深林: 人類學的觀照、理論與

實踐/黃應貴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
圖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203-9 (EPUB)  

公寓大廈管理組織之實體法與程序

法/溫豐文, 黃健彰, 邵靖惠, 吳光明, 

郭書琴, 林信和, 吳瑾瑜, 林誠二, 張

文郁, 王煦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元照, 11008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11-562-3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太陽星君真經.太陰星君真經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和裕, 11007 .-- 32 面; 

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56-7-8 

(平裝) NT$30  

中華曆書(普大字版). 民國一一一年/

三七堂著作  .-- 南投縣  : 三七堂 , 

11007 .-- 6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17-1-0 (平裝) NT$120  

中華曆書. 民國一一一年/三七堂著

作 .-- 南投縣 : 三七堂, 11007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7-0-3 

(平裝) NT$120  

太喜歡歷史了!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 

1, 原始時代到西周/知中編委會作 .-- 

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29-9 (PDF)  

太喜歡歷史了!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 

1, 原始時代到西周/知中編委會作 .-- 

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31-2 (EPUB)  

太喜歡歷史了!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 

2, 春秋戰國/知中編委會作 .-- 新北

市 : 字畝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30-5 (PDF)  

太喜歡歷史了!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 

2, 春秋戰國/知中編委會作 .-- 新北

市 : 字畝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32-9 (EPUB)  

什麼樣的禮物可以拯救你的人生/伊

蒂特.伊娃.伊格(Edith Eva Eger)著; 祁

怡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3-778-4 (EPUB)  

不適任: 兒童不應因走入校園而失去

人權/人本教育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人本教育基金會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1-3-7 

(EPUB3) NT$200  

毛澤東 : 鮮為人知的故事(15 週年

版)/張戎, 喬.哈利戴(Jon Halliday)著; 

張戎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048-0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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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澤東: 鮮為人知的故事(15 週年版). 

上/張戎, 喬.哈利戴(Jon Halliday)著; 

張戎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053-4 (EPUB)  

毛澤東: 鮮為人知的故事(15 週年版). 

下/張戎, 喬.哈利戴(Jon Halliday)著; 

張戎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054-1 (EPUB)  

手機拍日常 鍾國華攝影作品/鍾國華

Bridge Chung 作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

市 : 網迅雲端, 11006 .-- 48 面; 21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40-62-6 (精

裝) NT$700  

毛澤東的大饑荒: 中國浩劫史 1958-

1962/ 馮 客 (Frank Dikötter) 著 ; 蕭 葉

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00-3 (EPUB)  

毛澤東的大饑荒: 中國浩劫史 1958-

1962/ 馮 客 (Frank Dikötter) 著 ; 蕭 葉

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14-0 (PDF)  

片斷人間: 貓、酒店公關與乘夜行巴

士私奔的女子,關於孤獨與相遇的社

會學/岸政彦(Kishi Masahiko)著; 李璦

祺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08-5898-3 

(EPUB)  

片斷人間: 貓、酒店公關與乘夜行巴

士私奔的女子,關於孤獨與相遇的社

會學/岸政彦(Kishi Masahiko)著; 李璦

祺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12-6 (PDF)  

囚 : 紙上電影暨攝影集 /劉清華著

作  .-- 臺南市  : 長榮大學大傳系 , 

11008 .-- 2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358-95-1 (平裝)  

他小時候不是這樣,到底出了什麼問

題?: 拯救青春期焦慮症, 26 個孩子

不曾說出口的祕密/黃依潔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18-9 

(EPUB)  

永不放棄: 我如何打造麥當勞王國

(經典紀念版)/雷.克洛克(Ray Kroc), 

羅伯特 .安德森(Robert Andreson)著 ; 

林步昇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

潮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79-5-1 (EPUB)  

生之勇氣: 看見青少年的真實力量/

三重青少年基地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人本教育基金會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1-6-8 (EPUB)  

用手指點一點有聲認知書/人類文化

編輯部作; 小比工作室, 張睿繪 .-- 新

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30 面; 30X3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44-6 (精裝) 

NT$1090  

用手指點一點會說話有聲書: ㄅㄆㄇ、

ABC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; 劉鵑菁圖 .-

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30 面; 

30X3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45-

3 (精裝) NT$1090  

打不破的玻璃芯: 穿越逆境的 20 個

面對/朱芯儀作; 趙婷, 朱芯儀朗讀 .-- 

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8 .-- 約 40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10-5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60  

台北.夜.店/許人杰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86-0 (EPUB)  

只用 10%的薪水,讓全世界的財富都

聽 你 的 /喬 治 . 山繆 . 克 雷 森 (George 

Samuel Clason)著 ; 鄧捷文譯 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96-21-0 

(EPUB)  

台北多謝 Taipei,to-siā/男子的日常

生活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30-4 (EPUB)  

台北多謝 Taipei,to-siā/男子的日常

生活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33-5 (PDF)  

生命,如此美麗: 向生物們學習「好

好活著」的秘訣/更科功著; 陳怡君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仲間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20-6-3 

(EPUB)  

生命,如此美麗: 向生物們學習「好

好活著」的秘訣/更科功著; 陳怡君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仲間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20-8-7 

(PDF)  

民法.債編 /王惠光, 黃碧芬著 .-- 4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29-4 (PDF)  

生命式/村田沙耶香著; 邱香凝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88-5 

(EPUB)  

生命式/村田沙耶香著; 邱香凝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90-8 

(PDF)  

四季如荷/吳景騰, 歐銀釧合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40-54-8 

(EPUB)  

生命的意義,你的靈魂都知道: 升起

你的靈性天線,一起踏上通往高我的

回家之路/謝宜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遠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204-3 (EPUB)  

以法為師/白雲老禪師著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千佛山白雲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9-0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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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81-1-7 (EPUB)  

生 命 總 有 傷 痛 時 / 楊 腓 力 (Philip 

Yancey)作; 徐成德譯 .-- 新北市 : 校

園書房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98-864-1 (EPUB)  

世界上最有錢的人: 有錢人的本錢,

從馬哈茂德到比爾蓋茲 ,如何生財?

為何致富?有何不同?/辛西雅.克羅森

(Cynthia Crossen)著 ; 趙恆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79-9 (EPUB)  

世紀大瘟疫後的變與不變: 西班牙流

感的歷 史借鏡 /蘿拉 .史賓尼 (Laura 

Spinney)著; 陳芳智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81-3-1 (PDF)  

世界局勢合集: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

2020 年版+圖解聚焦東協全面改寫

版+圖解世界史更新版+圖解世界近

現代史更新版/張道宜, 劉燕婷, 荊柏

鈞, 黃品維, 李昱孝, 林欣怡, 林祖儀, 

吳星澄, 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, 小松

田直, 宮崎正勝著; 楊毓瑩, 黃秋鳳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0-169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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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青春讀經典/悅讀經典工作室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6-094-1 (全套:平裝) 

NT$749  

生活資安五四三!: 從生活周遭看風

險與資訊安全/iThome 資安主編; 羅

正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810-7 (EPUB)  

生活資安五四三!: 從生活周遭看風

險與資訊安全/iThome 資安主編; 羅

正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820-6 (PDF)  

用幽默感表達你的觀感 /塞德娜編
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

11007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781-1 (平裝) NT$380  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吳定寰老師送審

助理教授代表作及參考作/吳定寰編

著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吳定寰 , 

11007 .-- 21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31-1 (平裝) NT$250  

可能的花蜜(十周年精選加新作典藏

版)/林婉瑜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8-956-3 (EPUB)  

可能的花蜜(十周年精選加新作典藏

版)/林婉瑜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8-963-1 (PDF)  

正能量小宇宙. No.3/楊勝智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傻笑鱷魚文創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7-1-1 (PDF)  

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: 海事建設. 

一/許峰源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8-33-6 (PDF)  

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: 海事建設. 

一/許峰源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8-49-7 (EPUB)  

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: 海事建設. 

二/許峰源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8-34-3 (PDF)  

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: 海事建設. 

二/許峰源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8-57-2 (EPUB)  

民國時期報業史料. 上海篇. 一/高郁

雅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
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8-32-9 (PDF)  

民國時期報業史料. 上海篇. 一/高郁

雅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
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8-50-3 (EPUB)  

民國時期報業史料. 上海篇. 二/高郁

雅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
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8-35-0 (PDF)  

民國時期報業史料. 上海篇. 二/高郁

雅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
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8-51-0 (EPUB)  

*布盒製作設計與應用基礎/黃丹怡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通用設

計應用發展協會, 11007 .-- 49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80-8-8 (平

裝) NT$5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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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487-7 (EPUB)  

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三編/杜潔

祥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
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18-483-4 (全套:精裝) NT$25000  

必備六法/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.-- 

29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07-8 (PDF)  

出發吧!科學冒險. 3, 從醫學突破到

資訊革命的現代科學史/金泰寬, 林

亨旭著; 文平潤繪; 簡郁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717-4 

(EPUB)  

古雅典 24 小時歷史現場/菲利浦.馬

提札克(Philip Matyszak)著 ; 鄭煥昇

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01-0 (EPUB)  

古雅典 24 小時歷史現場/菲利浦.馬

提札克(Philip Matyszak)著 ; 鄭煥昇

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15-7 (PDF)  

失智者環境安全/宋惠娟, 林孟薇, 蘇

信鳳, 許爲昊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

宋惠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55-7 (PDF)  

失智者營養及進食照護/林孟薇, 宋

惠娟, 蘇信鳳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

宋惠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50-2 (PDF)  

平復疫情焦慮: 面對風暴下的情緒、

家庭、工作與關係危機,如何化解內

在的不安與紛擾?/愛心理著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95-9 (EPUB)  

失智症及精神行為症狀介紹/宋惠娟, 

林孟薇, 蘇信鳳, 許爲昊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花蓮縣 : 宋惠娟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56-4 (PDF)  

正義者/卡繆(Albert Camus)著; 嚴慧

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16-1 (EPUB)  

失落的百年致富聖經/華勒斯.華特斯

(Wallace D. Wattles), 巴納姆等著; 蕭

祥劍編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37-9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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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9-989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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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9-991-3 (PDF)  

用經營公司的思維經營你的人生/張

國洋(Joe)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識

博管理顧問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35-4-1 (PDF)  

台語原來是這樣. 2: 台南生活的台語

日常/大郎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前衛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01-953-9 (EPUB)  

台語原來是這樣. 2: 台南生活的台語

日常/大郎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前衛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01-956-0 (PDF)  

史說新語. 三, 台灣主體性教育/史英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本教育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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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71-4-4 (EPUB)  

史說新語. 四, 好的社會講人本/史英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本教育基金

會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71-5-1 (EPUB)  

母親的肖像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89-1 (EPUB)  

主題薦書: 超級歪談哲學之旅<<哲

學的故事>>/超級歪作 .-- 第 1 版 .-- 

臺中市 : 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6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0-1-8 

(EPUB)  

主題薦書: 楊斯棓談未來閱讀/楊斯

棓, 黃彥霖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
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0-5-6 (EPUB)  

古籍之美: 古籍的演變與發展/張圍

東著  .-- 初版  .-- 新竹縣  : 方集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10-3 (EPUB)  

台灣大型企業排名 TOP5000. 2021/中

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.-- 第

51 版  .-- 臺北 市  : 中 華徵信 所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05-0-9 (PDF)  

台 灣 主 要 產 業 鑑 價 數 據 年 鑑 . 

2021(國際標準版)/張世宗編著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雷 舍 商 務 鑑 價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083-4-7 (PDF)  

台灣棒球名人堂特展紀念集 . 2021

第 八 屆 = The 8th commemorative 

edition of Taiwan Baseball Hall of Fame 

in 2021/周大友, 林明源, 蒲浩明, 楊

武勳作 .-- 臺北市 : 臺灣棒球名人堂

協會, 11007 .-- 6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0939-7-2 (平裝)  

台灣擴充: 吳叡人談自由民主/吳叡

人, 林艾德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
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0-2-5 (EPUB)  

台灣擴充: 鄭麗君談文化治理/鄭麗

君, 崔舜華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
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0-3-2 (EPUB)  

有了它,數學課變了!: 數學想想帶動

改變的繪本教材 /人本教育基金會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本教育基金

會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71-7-5 (EPUB)  

有人正在監視你/泰瑞莎.德瑞斯戈作; 

趙丕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
版國際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41-370-3 (EPUB)  

成人過動症的真相: 日本依戀障礙權

威為你揭開過動症的真實面紗/岡田

尊司著; 劉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遠足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8-111-9 (EPUB)  

成人過動症的真相: 日本依戀障礙權

威為你揭開過動症的真實面紗/岡田

尊司著; 劉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遠足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8-112-6 (PDF)  

老子: 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/劉笑敢

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201-5 (PDF)  

老子逐字逐句釋義之參考書/游浩編

著 .-- 新北市 : 游浩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49-6 (PDF)  

老子道德經選講講記 /徐醒民講 .-- 

彰化縣 : 雪明講習堂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53-2 (PDF)  

西元 2022 虎年運程/洪正忠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皇家運, 11007 .-- 22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461-2-3 (平

裝)  

血火之舞: 抗戰文學期刊與中國社會

思潮(1931-1938)/韓晗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26-935-9 

(EPUB)  

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旅行= An 

railpass trip on Hungary & 

Czech.Slovakia/楊春龍文字 .攝影  .-- 

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采晴出版工作室, 
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702-8-6 (平裝) NT$398  

羽毛球/遲珩起, 郭美惠, 甘允良作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冠唐國際圖書, 

11006 .-- 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460-5-6 (平裝) NT$150  

多少樓臺煙雨中: 從古鎮名橋到瓊樓

玉宇,告訴你建築裡隱藏的故事/夏弘

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59-2 (EPUB)  

囝仔ㄟ歌/鄧鈺欣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8-02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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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15-78-2 

(EPUB)  

百 卉 含英 = Hundreds of flowers in 

bloom/楊文中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南

市文物協會, 11007 .-- 1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1-0-2 (精裝)  

地瓜袪病減肥法/李鴻奇原作; 石瑾

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7 .-- 約 13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15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140  

印卡塞隆 /凱瑟琳 .費雪作 ; 林冠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41-357-4 (EPUB)  

如此人生/林立青作; 徐壽柏朗讀 .-- 

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6 .-- 約 30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75-0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好好生活,慢慢相遇: 30 歲,想把溫柔

留給自己/黃山料作 .-- 臺北市 : 三采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58-597-5 (EPUB)  

光色合一系譜與辯證: 黃敏俊「新光

色論」創作的再發現 /黃敏俊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秋魚藝術品, 

11007 .-- 1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7813-4-4 (精裝) NT$800  

至好朋友就是耶穌: 雙連兒童台語聖

詩集/蔡侑恬, 簡皎竹編曲 .-- 臺北市 : 

臺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雙 連 教 會 , 

11007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0201-3-8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250  

好好笑漫畫數學: 生活數字王/司空

彌生, 沈宜蓉, 若望漫畫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11-1 (EPUB)  

再次睜開眼眸/卓姿妤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01-9 (PDF)  

如 何 行 在 愛 裡 / 甘堅 信 (Kenneth E. 

Hagin)原著 .-- 一版 .-- 臺中市 : 瑞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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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, 11007 .-- 40 面; 1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36-1-9 (平裝) NT$35  

如何吃香蕉最健康/李鴻奇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7 .-- 約 16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26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17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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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南玉著; 陳靖婷譯 .-- 新北市 : 蘋果

屋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9-0-2 (EPUB)  

如何面對失智者妄想及幻覺的問題/

宋惠娟, 蘇信鳳, 曾惠娟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花蓮縣 : 宋惠娟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65-6 (PDF)  

忙到只剩下恐懼/蘇西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銘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806-2-1 

(EPUB)  

早知道就待在家/謝哲青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3-3753-9 (PDF)  

西洋上古史/劉增泉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89-7 (PDF)  

西洋文化史/劉增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888-0 (PDF)  

行政法 : 基礎理論與實務 /蕭文生
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75-0 

(PDF)  

自律神經失調: 冷處理、抗發/梁恆

彰, 楊翠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

福綠光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48-1-1 (PDF)  

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/許宗力等著 ; 

翁岳生主編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2-923-8 (PDF)  

*安徒生童話選/漢斯.克里斯汀.安徒

生原作; 吳欣芸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

儀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180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02-6 (線

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  

百鬼夜行誌. 怪談卷/阿慢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204-2 (PDF)  

百鬼夜行誌. 怪談卷/阿慢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207-3 

(EPUB)  

百病起於寒(暢銷經典版)/進藤義晴, 

進藤幸惠著; 楊詠婷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98-3-1 (EPUB)  

百病起於寒(暢銷經典版)/進藤義晴, 

進藤幸惠著; 楊詠婷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98-6-2 (PDF)  

同理心對話: 增加談話深度的關鍵技

巧/瑟列斯特.赫莉(Celeste Headlee)著; 

連育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
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199-4 (PDF)  

同理心對話: 增加談話深度的關鍵技

巧/瑟列斯特.赫莉(Celeste Headlee)著; 

連育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
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01-4 (EPUB)  

全球物流 200 講/林文恭, 吳舜丞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7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73-2 

(PDF)  

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得獎作

品集. 第五屆/鄒棓鈞, 郭宸瑋, 韓菁

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中央大學戲劇

暨表演研究室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653-7-8 (EPUB)  

在基督裡得自由(帶領者手冊)/尼爾.

安德生(Neil T. Anderson), 司提夫.高

斯(Steve Goss)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719-1-9 

(EPUB)  

在基督裡得自由(帶領者手冊)/尼爾.

安德生(Neil T. Anderson), 司提夫.高

斯(Steve Goss)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9-4-0 (PDF)  

在基督裡得自由(學員手冊)/尼爾.安

德生(Neil T. Anderson), 司提夫.高斯

(Steve Goss)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719-2-6 

(EPUB)  

在基督裡得自由(學員手冊)/尼爾.安

德生(Neil T. Anderson), 司提夫.高斯

(Steve Goss)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9-3-3 (PDF)  

全魚解構與料理: 採購、分切、熟成、

醃製,從魚肉、魚鱗到內臟,天才主廚

完整分解與利用一條魚的烹飪新思

維,探究魚類料理與飲食的真價值/喬

許 .尼蘭德 (Josh Niland)著 ; 林潔盈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28-6 (EPUB)  

有無堂珍藏集. 一, 首德次符牌與珮/

蔡志明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有無堂, 

11007 .-- 148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85-1-2 (精裝) NT$2400  

成就與失落: 我的一生/程代亮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03-3 

(PDF)  

老鼠、蝨子與文明: 浪漫主義醫師為

傳染病寫下的一部傳記 /漢斯.靳瑟

(Hans Zinsser)著; 徐立妍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拾青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559-8-0 (EPUB)  

老鼠、蝨子與文明: 浪漫主義醫師為

傳染病寫下的一部傳記 /漢斯.靳瑟

(Hans Zinsser)著; 徐立妍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拾青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559-9-7 (PDF)  

再過一年 One more year: 蔡榮勇漢英

雙語詩集/蔡榮勇(Tsai Jung: yung)著; 

陳義超(Chen Yi: chao)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26-933-5 

(EPUB)  

好運到,好孕道/賴朝宏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04-0 (PDF)  

百萬爸媽在問!陳映庄醫師的健康育

兒全書/陳映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創意市集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9-14-2 (PDF)  

西遊記: 中國人的文學夢想/李志剛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37-3-2 (PDF)  

企業倫理新說: 觀念與實例/林晉寬, 

馬成珉, 林俊雄, 廖宜慶, 陳昭蓉, 游

淑萍, 虞邦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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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智數位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15-7 (PDF)  

好業務,是獵出來的: 從人脈變錢脈

的 50 個心法/莊秀鳳原作; 石瑾謙朗

讀  .-- 臺 北 市  : 尚 儀 數 位 學 習 , 

11007 .-- 約 24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29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共感經營: 從企業內部共鳴出發,建

立消費者認同,拓展市場新商機/野中

郁次郎, 勝見明著; 李友君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19-6 (PDF)  

共感經營: 從企業內部共鳴出發,建

立消費者認同,拓展市場新商機/野中

郁次郎, 勝見明著; 李友君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95-24-0 

(EPUB)  

好電影如何好?: 教你看懂電影的 20

堂課/湯瑪斯.佛斯特(Thomas C. Foster)

著; 郭麗娟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本

事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9121-92-7 (EPUB)  

成語一千零一夜. 第一部/謝易霖著 .-

- 臺北市 : 四也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06539-1-5 (全套:平裝)  

耳語與旁觀: 鐘鳴的詩歌倫理/張媛

媛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
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26-934-2 (EPUB)  

行銷 5.0: 科技與人性完美融合時代

的全方位戰略,運用 MarTech,設計顧

客旅程,開啟數位消費新商機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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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98-697-3 (PDF)  

光影北歐/黃作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3-390-9 (PDF)  

有錢人才知道,財富就在家裡面/羅素.

康維爾(Russell Conwell)作; 林許迦恆
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

約 98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6-29-6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189  

有錢真好/蘇西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銘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6-1-4 (PDF)  

好聰明漫畫醫學: 生病了該怎麼辦?/

曾建華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32-9212-8 (EPUB)  

佛大行創 106/呂龍潭編著 .-- 基隆市 : 

呂龍潭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063-2 (PDF)  

君子學/周慶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華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55-0-4 (PDF)  

作手: 獨自徘徊天堂與地獄,一個操

盤手的告白/壽江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18-6 (EPUB)  

作手: 獨自徘徊天堂與地獄,一個操

盤手的告白/壽江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19-3 (PDF)  

每日一分鐘強化腰腿健康操/高子大

樹著; 莊雅琇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23-6 (PDF)  

每日一分鐘強化腰腿健康操/高子大

樹著; 莊雅琇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24-3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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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陳宜

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文經社, 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63-800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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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陳宜

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文經社, 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63-801-5 (EPUB)  

你不奇怪,只是比較敏感: 學會與自

己相處,解決 90%人際 x 職場 x 生活

的煩惱/武田友紀著; 池迎瑄, 高詹燦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21-1 (EPUB)  

每天最重要的 2 小時: 神經科學家教

你 5 種有效策略,打造心智最佳狀態,

聰明完成當日關鍵工作/喬許.戴維斯

(Josh Davis)著; 李芳齡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17-8 (EPUB)  

把心機用在最恰當的時機 /王渡編
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

11007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780-4 (平裝) NT$380  

完全圖解物聯網: 實戰.案例.獲利模

式 從技術到商機、從感測器到系統

建構的數位轉型指南/八子知礼監修.

編著; 杉山恒司, 竹之下航洋, 松浦真

弓, 土本寬子合著; 翁碧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9-3-7 

(PDF)  

牠的一輩子只有你/劉彤渲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69-12-8 

(EPUB)  

那些年,我開咖啡館知道的事: 一個

咖啡師的自白: 即使累得精疲力竭,

也要親手為顧客端上一杯熱騰騰的

咖啡/貓叔毛作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6-717-2 (EPUB)  

我的青春不孤獨/中國信託反毒教育

基金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06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2-65-9 (平裝) NT$63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五 0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36-7 (PDF)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五 0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52-7 (EPUB)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四七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37-4 (PDF)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四九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38-1 (PDF)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四八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39-8 (PDF)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四七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53-4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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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忠信日記(一九四九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54-1 (EPUB)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四八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55-8 (EPUB)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四六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40-4 (PDF)  

吳忠信日記(一九四六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56-5 (EPUB)  

走到哪玩到哪: 3 分鐘趣味心理遊戲/

曾千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55-3 (EPUB)  

我的第一本手作造型棉花糖(全圖

解): 人氣烘焙師公開營業配方,用三

種基礎棉花糖糊,在家做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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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30-502-8 (EPUB)  

我的渣男與逆女: 教養苦海浮沉記/

劉昭儀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42-7 (EPUB)  

我的渣男與逆女: 教養苦海浮沉記/

劉昭儀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43-4 (PDF)  

杜金龍技術指標聖經 /杜金龍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4-03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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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4-0-4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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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4-2-8 

(PDF)  

男孩都是外星人!全世界最簡單易懂

的男孩性教育/野島那美作; Kayoko 

Abe 繪; 伊之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93-59-9 (EPUB)  

男孩都是外星人!全世界最簡單易懂

的男孩性教育/野島那美作; Kayoko 

Abe 繪; 伊之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93-61-2 (PDF)  

我咧唱歌/王秀容作.講 .-- 臺北市 : 

前衛, 11006 .-- 約 485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01-958-4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 

我很普,所以沒人追?: 破除日常中的

邏輯迷思/李改霞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6-757-8 (EPUB)  

見鬼: 拍案叫絕的中國志怪小說精彩

故事/有鬼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08-1 (EPUB)  

我們究竟是誰?/藍慕沙作 ; 陳郁雯

譯 .-- 臺中市 : 覺醒出版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777-0-6 

(EPUB)  

我害怕屋瓦/曹馭博作.朗讀 .-- 臺北

市 : 鏡文學, 11006 .-- 約 6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74-3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我們最幸福: 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/

芭芭拉 .德米克 (Barbara Demick)作 ; 

郭 靜 樺 朗 讀  .-- 臺 北 市  : 麥 田 , 

11008 .-- 約 84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0-062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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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24-1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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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24-3-5 (PDF)  

我們誤解了自己: 探索人生終極問題

的 66 則提問/濟群法師, 周國平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34-94-2 

(EPUB)  

我從太空考古: 橫跨 4 大洲 X12 國,

從千年宮殿、古墓、聚落到隱藏的

金字塔,透過衛星影像發掘傳統考古

難以企及的人類歷史與記憶/莎拉.帕

卡克(Sarah Parcak)著; 王翎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96-9 (EPUB)  

快速抓重點的數字法則: 談生意、閒

聊的高手都知道,數字重點這樣抓!/

山本崚平著; 高佩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42-63-3 (EPUB)  

快速抓重點的數字法則: 談生意、閒

聊的高手都知道,數字重點這樣抓!/

山本崚平著; 高佩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42-66-4 (PDF)  

佛頂尊勝陀羅尼經/罽賓國沙門佛陀

波利奉詔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, 

11007 .-- 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26-2-7 (平裝)  

走訪趙子龍信仰/臺灣趙子龍文化協

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灣趙子

龍文化協會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642-1-8 (PDF)  

更富有、更睿智、更快樂: 億級投資

大 師 奉 行 的 致 富 金 律 / 威 廉 . 格 林

(William Green)著; 甘鎮隴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4-391-4 (EPUB)  

你就是自己最棒的治療師: 200 萬人

見證的療癒力量(附未來自我日誌)/

妮可.勒佩拉(Nicole LePera)著; 葉妍

伶譯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175-620-2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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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490-7 

(EPUB)  

我喜歡這樣的生活/果子離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05-0 (EPUB)  

每道人生的坎,都是一道加分題/莎莉

夫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6-594-7 (PDF)  

我想交朋友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1, 

培養社交力!/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6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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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9-7-9 

(EPUB)  

我想交朋友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1, 

培養社交力!/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9-9-3 

(PDF)  

走過迷失人生方向的日子,我開始做

蕾絲邊應召/橘みつ著; 陳姵君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22-8 

(EPUB)  

*李慈悅作品集. 2021/李慈悅作 .-- 初

版  .-- 臺中市  : 霧峰向日葵家園 , 

11007 .-- 4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28-4-4 (平裝) NT$500  

別亂教你的狗: Help!我的狗會咬人/

漢克(吳建宏)原作; 林芷恩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7 .-- 約

216 分面 ;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7005-16-3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380  

佛說却温黃神呪經、佛說療痔病經、

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(合訂本)/ .-- 臺

中市 : 法藏文化, 11007 .-- 2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6-4-1 (平

裝)  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 /徐醒民講 .-- 

彰化縣 : 雪明講習堂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54-9 (PDF)  

我靠波段存股法,滾出千萬退休金/江

季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459-3 (PDF)  

我靠波段存股法,滾出千萬退休金/江

季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463-0 (EPUB)  

快樂養生長壽妙招 600/彭昭維, 彭凡
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45-5 (EPUB)  

快樂學馬來西亞語/曾秀珠, 林綺琴, 

吳振南, 黃寶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2-860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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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1-501-6 (PDF)  

即興/凱斯.強史東(Keith Johnstone)著; 

饒昊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34-3-3 (EPUB)  

何謂活著?: 探索生命的邊界/卡爾.齊

默(Carl Zimmer)著; 吳國慶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鷹出版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8-9-7 (PDF)  

何謂活著?: 探索生命的邊界/卡爾.齊

默(Carl Zimmer)著; 吳國慶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鷹出版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821-1-3 

(EPUB)  

佛遺教三經/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, 

11007 .-- 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26-3-4 (平裝)  

佛禪智慧書: 一步一蓮花/泓逸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7-38-6 

(EPUB)  

佛禪智慧書: 把握因緣,利益眾生/泓

逸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39-3 (EPUB)  

佛禪智慧書: 指如蘭花心如蓮/泓逸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40-9 

(EPUB)  

佛禪頓悟集: 了無雜念,學會放下/泓

逸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41-6 (EPUB)  

佛禪頓悟集: 拈花微笑,離苦得樂/泓

逸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44-7 (EPUB)  

佛禪頓悟集: 笑拈蓮花/泓逸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42-3 (EPUB)  

佛禪頓悟集: 菩提無樹,草木成佛/泓

逸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43-0 (EPUB)  

沙蟲駭客: 全球最具侵略性和破壞性

的黑客組織,如何掀起新時代網路戰

爭/安迪.格林伯格(Andy Greenberg)著; 

蔡耀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35-9 (EPUB)  

沙蟲駭客: 全球最具侵略性和破壞性

的黑客組織,如何掀起新時代網路戰

爭/安迪.格林伯格(Andy Greenberg)著; 

蔡耀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36-6 (PDF)  

希臘男神藝術圖鑑: 神話 X 名畫 X

希臘十大男神的祕聞傳說 /席路德

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麥浩斯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8-711-2 (EPUB)  

改變設計的 100 個概念: 從奢華美學

到物聯網,從大量生產到 3D 列印,百

年來引領設計變革的關鍵思考/夏洛

特 .菲爾 (Charlotte Fiell), 彼得 .菲爾

(Peter Fiell)著; 林金源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94-9 (EPUB)  

改變歷史的加密訊息 /彭偉皓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11-4 

(EPUB)  

改變歷史的加密訊息 /彭偉皓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21-3 

(PDF)  

怕!超巨大滅絕生物圖鑑/田中源吾監

修 ;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; 丁冠宏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1-502-3 (PDF)  

明月千山路/周典樂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92-1 (EPUB)  

居心可測!神準趣味心理遊戲/曾千庭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45-4 

(EPUB)  

初心印會會員作品集. 第五輯/初心

印會全體會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初心印會, 11006 .-- 4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4167-3-3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明日的律師: 寫給法律人的法律市場

趨勢分析與行動策略 /理查.薩斯金

Richard Susskind 著; 麥慧芬, 高忠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05-5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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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中看延慶/延慶縣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06-6 (EPUB)  

周公哪有這麼神: 課本沒教的兩周史

教室/野蠻小邦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遠足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8-109-6 (EPUB)  

周公哪有這麼神: 課本沒教的兩周史

教室/野蠻小邦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遠足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8-110-2 (PDF)  

明公啟示錄: 帝王管理學與孝道文化: 

范明公孝經開講. 2/范明公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96-05-6 

(EPUB)  

明公啟示錄: 范明公解儒學六藝: 中

華精英的蒙學教育. 1/范明公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10-0 

(EPUB)  

明天過後,你是窮人還是富人: 把窮

人變富人的 4 種能力(彩色版)/郝文

譽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3-150-9 (PDF)  

*拚布入門基礎 方形與三角形圖案

設計製作文案集/黃丹怡作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

展協會, 11007 .-- 44 面; 22X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780-7-1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*拚布入門基礎. 方形與三角形圖案

設計製作實務篇/黃丹怡作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

展協會, 11007 .-- 39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780-5-7 ( 平 裝 ) 

NT$980  

股市技術分析圖典/張凱文作 .-- 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羿勝國際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97962-2-4 

(EPUB)  

來自日本 NHK 從日常飲食調理體質

的身體大全(全彩圖解)/池上文雄, 樫

村亞希子, 加藤智弘, 川俣貴一, 松田

早苗監修; 高淑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方舟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698-9-3 (EPUB)  

來自日本 NHK 從日常飲食調理體質

的身體大全(全彩圖解)/池上文雄, 樫

村亞希子, 加藤智弘, 川俣貴一, 松田

早苗監修; 高淑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方舟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79-0-4 (PDF)  

房地產理論與實務/吳家德著 .-- 十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73-6 (PDF)  

所有精彩都是心靈的盛開 /丁立梅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05-9 (EPUB)  

性別、健康與老人照顧: 歐盟國家的

比較研究/柯瓊芳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巨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32-620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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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32-9 

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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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43-5 

(EPUB)  

非良心豬肉: 加工肉品如何變成美味

毒藥/吉雍.庫德黑(Guillaume Coudray)

作; 劉允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
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9-998-2 (EPUB)  

非良心豬肉: 加工肉品如何變成美味

毒藥/吉雍.庫德黑(Guillaume Coudray)

作; 劉允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
馬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9-999-9 (PDF)  

夜汽車作品集: 童話古書店的幻想插

畫集/夜汽車著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23-5 (EPUB)  

東京.時時刻刻: 那些輕描淡寫的日

本真實生活,疫情之下的點滴生存記

錄/Miho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

市集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9-09-8 (EPUB)  

法治大國的日常小事 /鄭華娟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133-777-7 

(EPUB)  

命定之人 /約翰 .馬爾斯作 ; 陳岳辰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41-358-1 (EPUB)  

易卦占卜入門/程羲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鼎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3-60-4 (PDF)  

東坡詞選注/劉少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04-7 (PDF)  

奇門遁甲全書/諸葛武侯, 張子房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61-1 (PDF)  

阿亮老師趣說臺灣歷史: 清領時期/

莊典亮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聚光文

創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09-0-5 (PDF)  

奉俊昊,上層與下層的背後: 從<<寄

生上流>>到<<綁架門口狗>>,20 年

與創造奉式風格的每個瞬間/李東振

(이동진)著; 黃菀婷, 楊筑鈞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97-0 

(EPUB)  

制度設計與臺灣客家發展/王保鍵等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02-3 

(PDF)  

亞洲國際美術展覽會. 第二十九屆= 

The 29th Asian International Art 

Exhibition JAPAN/陶文岳, 潘鈺, 徐瑞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莊普藝

術工作室, 11007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43-0-9 (平裝)  

空屋筆記: 免費的自由/楊宗翰原作; 

蕭辰倢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07 .-- 約 278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22-4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帚珍餘緒/來新陽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來新陽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36-6 (PDF)  

尚書今註今譯/屈萬里註釋; 王雲五

主編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5-3340-8 (EPUB)  

拋荒的故事: 田庄傳奇記事/陳明仁

作.講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06 .-- 約

11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

959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拋荒的故事第二輯: 田庄愛情婚姻紀

事/陳明仁作; 陳明仁, 吳國禎, 林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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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, 陳豐惠, 劉承賢, 葉國興講 .-- 臺

北市 : 前衛, 11006 .-- 約 115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60-7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拋荒的故事第三輯: 田庄浪漫紀事/

陳明仁作; 陳明仁, 陳豐惠講 .-- 臺北

市 : 前衛, 11006 .-- 約 115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61-4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拋荒的故事第五輯: 田庄人氣紀事/

陳 明 仁 作 . 講  .-- 臺北 市  : 前 衛 , 

11006 .-- 約 10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01-963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拋荒的故事第六輯: 田庄運命紀事/

陳 明 仁 作 . 講  .-- 臺北 市  : 前 衛 , 

11006 .-- 約 109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01-964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拋荒的故事第四輯: 田莊囡仔紀事/

陳明仁作; 陳明仁, 陳豐惠講 .-- 臺北

市 : 前衛, 11006 .-- 約 118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62-1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臨摹本/(姚秦)三

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.-- 新北市 : 玄奘

印刷文化, 11006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75-7-0 (平裝) NT$90  

亞馬遜逆向工作法: 揭密全球最大電

商 的 經營 思維 /柯林 .布 萊爾 (Colin 

Bryar), 比爾.卡爾(Bill Carr)著; 陳琇

玲, 廖月娟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231-1 (EPUB)  

亞馬遜逆向工作法: 揭密全球最大電

商 的 經營 思維 /柯林 .布 萊爾 (Colin 

Bryar), 比爾.卡爾(Bill Carr)著; 陳琇

玲, 廖月娟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232-8 (PDF)  

*青鳥/莫里斯.梅特林克原作; 溫慧怡

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尚儀數位學習 , 

11006 .-- 約 18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03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法國人眼中的台灣(17-20 世紀)/龐維

德(Frédéric Laplanche)著; 徐麗松譯 .-

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17-1 

(EPUB)  

法國人眼中的台灣(17-20 世紀)/龐維

德(Frédéric Laplanche)著; 徐麗松譯 .-

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21-8 

(PDF)  

法國史/劉增泉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2-887-3 (PDF)  

林深見鹿: 最美的唐詩英譯新詮/許

淵沖英譯; 陸蘇賞析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0-039-8 (EPUB)  

金瓶梅/笑笑生著; 劉本棟校注; 繆天

華校閱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204-6 (EPUB)  

來問問哲學家: 你沒想到的好問題,

以及它們的答案/伊恩.奧拉索夫(Ian 

Olasov)作; 朱家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93-9 (EPUB)  

來問問哲學家: 你沒想到的好問題,

以及它們的答案/伊恩.奧拉索夫(Ian 

Olasov)作; 朱家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95-3 (PDF)  

拚教養: 全球化、親職焦慮與不平等

童年/藍佩嘉作; 孫德萍, 藍佩嘉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7 .-- 約

227 分面 ;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706-1-5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460 .-- ISBN 978-986-06706-2-2 

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460  

長勝心態/凱瑟琳.畢曉普(Cath Bishop)

著; 鍾玉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
邦商業周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9-57-5 (PDF)  

長勝心態/凱瑟琳.畢曉普(Cath Bishop)

著; 鍾玉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
邦商業周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9-58-2 (EPUB)  

妳就好好當妳自己/璽恩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15-1 (EPUB)  

妳就好好當妳自己/璽恩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20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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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59-983-8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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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84-5 (PDF)  

花開明天: 2021 年緬甸自由運動/孔

德維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GLOs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37-8-1 (EPUB)  

長期照顧正念多元方案設計與實證

操作手冊: 老人(銀髮族)、身心障礙

朋友以藝術、園藝、行走為樂齡活

動帶領/林義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2-857-6 (PDF)  

社會個案工作/吳鄭善明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都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7-4-4 (PDF)  

抱歉,當時不該這麼對你說: 給每次

說出口就後悔的你/朴民榮著; 陳彥

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96-29-3 (PDF)  

兩種心靈: 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

的觀察/譚亞.魯爾曼(Tanya Luhrmann)

著; 張復舜, 廖偉翔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左岸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66-4-9 (PDF)  

兩種心靈: 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

的觀察/譚亞.魯爾曼(Tanya Luhrmann)

著; 張復舜, 廖偉翔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左岸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66-5-6 (EPUB)  

幸福由心生(紀念新版)/渡邊和子作; 

姚巧梅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
生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85-4-5 (EPUB)  

承認自己不那麼好的你,會愛得更好/

周梵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208-0 (EPUB)  

承認自己不那麼好的你,會愛得更好/

周梵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210-3 (PDF)  

東榮老師十招教您家常菜: 巧手療癒

系列/吳東榮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1-2-5 

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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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我很富有,人生就是越放下越自

在(彩色版)/孫郡鍇編著 .-- 新北市 : 

培育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31-3-8 (PDF)  

官僚制/路德維希.馮.米塞斯(Ludwig 

von Mises)著; 謝宗林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19-1 (PDF)  

表演創作與演員素養 /朱宏章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55-5 

(EPUB)  

玫瑰與指環. 上/威廉.梅.薩克萊原作; 

溫慧怡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07 .-- 約 90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24-8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怪談九九/陶貓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52-6 (EPUB)  

怪談九九/陶貓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58-8 (PDF)  

阿德勒這樣教: 教出自信、獨立、勇

敢、會合作的孩子/阿爾弗雷德.阿德

勒著; 王童童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好人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75-4-0 (EPUB)  

阿德勒這樣教: 教出自信、獨立、勇

敢、會合作的孩子/阿爾弗雷德.阿德

勒著; 王童童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好人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75-5-7 (PDF)  

空橋上的少年. 上部/蔡伯鑫作; 顧紘

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6 .-- 

約 7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7-76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金融市場這樣比喻你就懂: 33 個神

比喻,讓你讀懂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

與陷阱 /派帝 .赫希(Paddy Hirsch)著 ; 

吳書榆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9-487-1 (EPUB)  

金融市場學/許純榕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45-7 (EPUB)  

阿嬤的回憶錄= Grandma's memories/

宜蘭市東村社區關懷據點生活美學

課師生群圖.文 .-- 宜蘭縣 : 淡江大學

蘭陽校園, 11007 .-- 36 面; 21X1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-95-5 (精裝)  

爬蟲在手 資料我有: 7 堂課學會高效

率 Scrapy 爬蟲/簡學群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12-1 (EPUB)  

爬蟲在手 資料我有: 7 堂課學會高效

率 Scrapy 爬蟲/簡學群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22-0 (PDF)  

易醫芳療之五行精油全書 /龍妙華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19-2 

(EPUB)  

*刺繡設計理論與應用 X 手藝人必

學的基礎針法 65 種/黃丹怡作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

發展協會, 11007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780-6-4 ( 平 裝 ) 

NT$980  

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: 信任崩解年代

的精準說服/張宏裕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13-9132-8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十字軍東征與聖殿騎士團. 1/阿

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76-2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十字軍東征與聖殿騎士團. 2/阿

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77-9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太陽王路易十四掀起的歐陸風雲. 

1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

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9-78-6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太陽王路易十四掀起的歐陸風雲. 

2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

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9-79-3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王權的角力.當了二次皇后的布

列塔尼的安妮. 1/阿曼達作 .-- 臺北
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80-9 (EPUB)  

*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

大國! 王權的角力.當了二次皇后的

布列塔尼的安妮. 2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81-6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英法百年戰爭.法蘭西母狼伊莎

貝拉與聖女貞德. 1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82-3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英法百年戰爭.法蘭西母狼伊莎

貝拉與聖女貞德. 2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83-0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高盧雄雞.現代法蘭西的輝煌、

時尚與哀愁. 1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
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9-88-5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高盧雄雞.現代法蘭西的輝煌、

時尚與哀愁. 2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
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9-89-2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從蠻族到王族.法蘭西話說從頭. 

1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

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9-84-7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從蠻族到王族.法蘭西話說從頭. 

2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

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9-85-4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邁向巔峰.歐洲霸主拿破崙. 1/阿

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90-8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邁向巔峰.歐洲霸主拿破崙. 2/阿

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91-5 (EPUB)  

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聯姻麥迪奇家族.法蘭西的文藝

復興與時尚文化. 1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86-1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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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蘭西的千年輝煌.從蠻族到時尚大

國! 聯姻麥迪奇家族.法蘭西的文藝

復興與時尚文化. 2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87-8 (EPUB)  

依 戀 理 論 三 部 曲 / 約 翰 . 鮑 比 (John 

Bowlby)著; 汪智豔等人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487-61-9 (EPUB)  

依 戀 理 論 三 部 曲 / 約 翰 . 鮑 比 (John 

Bowlby)著; 汪智豔等人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0487-62-6 (全套:平裝)  

依 戀 理 論 三 部 曲 / 約 翰 . 鮑 比 (John 

Bowlby)著; 汪智豔等人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487-63-3 (PDF)  

肢體語言心理學: 沒有看不透的心/

張榮妹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55-1-1 (PDF)  

孩子/黃海蒂圖.文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

黃海蒂工作室, 11007 .-- 9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9413-2-8 (精裝) 

NT$750  

孩子我要你做自己/吳維寧作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人本教育基金會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371-8-2 (EPUB)  

孩子的水中感統遊戲: 53 個有趣.好

玩的浴室+水池遊戲 啟發孩子的 7

大感覺統合系統,提升學習力/曾威舜, 

吳孟潔, 呂家馨, 吳宇辰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手父母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8-02-7 (EPUB)  

孩子很難教?不如試試這些方法(彩

色版)/丁滿編著 .-- 新北市 : 培育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31-2-1 (PDF)  

活化古厝這群人: 宜蘭礁溪的地方創

生/黃萱儀著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 : 番

割田創意工作室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913-7-7 (PDF)  

紅太陽的灼熱光輝: 毛澤東與中國五

0 年代政治/盛慕真著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5902-7 (EPUB)  

紅太陽的灼熱光輝: 毛澤東與中國五

0 年代政治/盛慕真著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5916-4 (PDF)  

英 文 發 音 即 時 通 /Paul O'Sullivan, 

Christiana Lee, editors of WiN 

Publishing 作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

元將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252-621-7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22-4 (第 2 冊:精裝) .-- 

ISBN 978-986-252-623-1 (第 3 冊:精裝)  

英 文 發 音 即 時 通 (Workbook)/Paul 

O'Sullivan, Christiana Lee, editors of 

WiN Publishing 作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

市 : 元將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25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252-626-2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252-627-9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252-628-6 

(第 4 冊:平裝)  

英中新聞筆譯/廖柏森, 王瓊淑, 李明

哲, 金瑄桓, 陳湘陽, 陳逸軒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85-5 

(PDF)  

為什麼只有我要正直善良?: 致為了

當好人而心累的你/金承煥著; 楊琬

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96-27-9 (PDF)  

為什麼是個案?/黃思明主編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2079-3-6 (PDF)  

為什麼總是感到很受傷: 五個精神分

析的真實故事,帶你找到不斷逃跑的

自己(有隻兔子封面版)/腦內探險隊

著; 陳品芳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79-670-3 (EPUB)  

*紅字. 上/納撒尼爾.霍桑原作; 風如

芳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24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2-6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*紅字. 下/納撒尼爾.霍桑原作; 風如

芳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24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2-7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重回大地: 薩爾加多的凝視/賽巴斯

蒂昂.薩爾加多(Sebastião Salgado)口

述; 伊莎貝爾.馮克(Isabelle Francq)採

訪整理; 陳綺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衛城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18-6-7 (EPUB)  

重回大地: 薩爾加多的凝視/賽巴斯

蒂昂.薩爾加多(Sebastião Salgado)口

述; 伊莎貝爾.馮克(Isabelle Francq)採

訪整理; 陳綺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衛城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18-7-4 (PDF)  

美好的時光/瑪雅.桑巴格.朗恩(Maya 

Shanbhag Lang)著; 蕭美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178-6 

(EPUB)  

美好的時光/瑪雅.桑巴格.朗恩(Maya 

Shanbhag Lang)著; 蕭美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84-7 (PDF)  

思考致富聖經(珍藏版)/拿破崙希爾

原作; 李軍翰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

數位學習, 11007 .-- 約 21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21-7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NT$350  

為何我們總是如此不安?/加藤諦三

著; 程蘭婷, 高淑珍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98-7-9 (EPUB)  

為何我們總是如此不安?/加藤諦三

著; 程蘭婷, 高淑珍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98-8-6 (PDF)  

約 伯 記 / 曼 尼 奧 . 西 蒙 尼 特 (Manlio 

Simonetti), 馬可.康提(Marco Conti)主

編; 林梓鳳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8-865-8 (EPUB)  

*保育頑童的快樂童年筆記: 希臘狂

想曲(跨世紀自然文學經典 暢銷紀念

版)/傑洛德.杜瑞爾(Gerald Durrell)著; 

唐嘉慧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

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84-

555-3 (全套:平裝)  

風吹蒿萊: 駐村筆記/范劍鳴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28-7 (EPUB)  

香氛,時光: 專業調香師的天然 X 經

典配方(適用香水、香膏、手工皂、

蠟燭)(暢銷珍藏版)/Aroma 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15-9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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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味決定個性: 深層心理測驗/曾千

庭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47-8 (EPUB)  

春牧場/李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東美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53-0-6 (EPUB)  

政府論: 人對人就像是狼對狼一樣/

約翰.洛克(John Locke)原著; 李津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7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5-2-8 

(PDF)  

恆星占星全書: 探索人生的主題與靈

魂的目的/魯道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光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43-42-6 (EPUB)  

紀律的交易者(典藏套書)(紀律的交

易者+賺錢,再自然不過)/馬克.道格拉

斯(Mark Douglas)著; 劉真如譯 .-- 新

北市 : 大牌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0741-28-5 (全套:平裝) NT$800  

看這本就好!最好懂的二階+四階魔

術方塊破解法/陸嘉宏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75-3 (PDF)  

美國秩序: 華人保守派眼中的川普主

義/王建勳, 高全喜, 許凱, 劉軍寧, 劉

業進, 劉澎, 蕭三匝, 蕭瀚, 叢日雲
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3-25-6 (PDF)  

美國秩序: 華人保守派眼中的川普主

義/王建勳, 高全喜, 許凱, 劉軍寧, 劉

業進, 劉澎, 蕭三匝, 蕭瀚, 叢日雲
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3-26-3 (EPUB)  

疫情副作用: 新冠肺炎下的職業棒球

/卓子傑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

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5-495-2 (EPUB)  

致勝品格: 誠實、勇氣、決斷、同情

心,價值觀是最經得起考驗的競爭力/

羅伯特.卡斯倫(Robert Caslen), 麥可.

馬修 (Michael Matthews) 著 ; 林奕伶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460-9 (PDF)  

致勝品格: 誠實、勇氣、決斷、同情

心,價值觀是最經得起考驗的競爭力/

羅伯特.卡斯倫(Robert Caslen), 麥可.

馬修 (Michael Matthews) 著 ; 林奕伶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464-7 (EPUB)  

致富強心臟: 牌桌上的最強心理鍛鍊,

掙脫「我無法 ⁄ 我應該 ⁄ 我沒錢」

人生困局/吳紹綱作 .-- 臺北市 : 三采
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15-6 (EPUB)  

勇敢跨步前進. No.1/楊勝智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傻笑鱷魚文創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7-2-8 (PDF)  

重塑心靈/許宜銘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生命潛能文化, 11008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91-5-6 

(平裝) NT$340  

重新想像資本主義: 全面實踐 ESG,

打 造 永 續 新 商 模 / 瑞 貝 卡 . 韓 德 森

(Rebecca Henderson)著; 張靖之譯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天 下 雜 誌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98-694-2 (PDF)  

前端三十: 從 HTML 到瀏覽器渲染

的前端開發者必備心法/朱信穎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13-8 

(EPUB)  

前端三十: 從 HTML 到瀏覽器渲染

的前端開發者必備心法/朱信穎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23-7 

(PDF)  

首爾大學一開課就秒殺的邏輯寫作

課: 提筆就寫出獨到觀點、清楚表達

意見,又能強烈說服他人的技巧大公

開/朴柱永著; 楊筑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479-8-3 (EPUB)  

英語字彙力: 用 1400 個詞彙打造精

準溝通力/Chris Lele, Magoosh 學習集

團著; 賴榮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20-2 (PDF)  

英語字彙力: 用 1400 個詞彙打造精

準溝通力/Chris Lele, Magoosh 學習集

團著; 賴榮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28-8 (EPUB)  

英語自學王: 史上最強英語自學指南

/鄭錫懋著 .-- 增訂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晨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9-09-3 (EPUB)  

思維的良率: 向台積電學習邏輯推演、

解決問題/彭建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59-9 (EPUB)  

思維的良率: 向台積電學習邏輯推演、

解決問題/彭建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60-5 (PDF)  

挑對時機做自己,冷眼不冷心的處世

智慧/林仁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方言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0-31-8 (EPUB)  

幽遠寂滅 喧嘩人間: 周逸昌的劇場

藝術與社會實踐/石婉舜, 劉守曜, 安

原良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, 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445-950-

6 (全套:平裝)  

英語發音急診室: 格林法則專家教你

學會 K.K.音標和自然發音,精準掌握

英語發音的道理/楊智民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凱信企管顧問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1-8-9 (PDF)  

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. 2021

第 21 屆/鄭鈞云, 林智偉主編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吳企管系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568-95-4 

(PDF) NT$500  

計算機組成原理: 基礎知識揭密與系

統程式設計初步/北極星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14-5 (EPUB)  

計算機組成原理: 基礎知識揭密與系

統程式設計初步/北極星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24-4 (PDF)  

按 摩 解剖 書 /艾比 .埃爾 渥斯 (Abby 

Ellsworth), 佩吉.奧特曼(Peggy Altman)

著; 賴孟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
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9-985-2 (EPUB)  

按 摩 解剖 書 /艾比 .埃爾 渥斯 (Abby 

Ellsworth), 佩吉.奧特曼(Peggy Altman)

著; 賴孟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
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9-986-9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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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學文化合集: 圖解美學+圖解紅樓

夢+圖解老莊思想+圖解文化研究+

圖解台灣文化/李佩璇, 楊雅筑, 曾珮

琦, 陳瀅巧, 瞿海良, 洪麗雯, 戴振豐, 

李君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0-167-1 (EPUB)  

科 學 價 值 的 再 思 考 / 史 蒂 文 . 謝 平

(Steven Shapin), 哈利 .柯林斯 (Harry 

Collins)作; 林巧玲, 許宏彬, 劉怡維, 

秦先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

化 , 11007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06666-2-5 (全套:平裝) NT$670  

科學購屋: 懂理財選對房/啦可一先

生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簡易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05-0-8 (EPUB) NT$380  

重點不是創意: 賽斯.高汀的實踐心

法/賽斯.高汀(Seth Godin)作; 洪玉珊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13-5 

(EPUB)  

重點整理、快速複習!國中資優數學

王一本制霸 /學研 Plus 編 ; 陳識中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24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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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56-2 (EPUB)  

香藥草實證寶典: 跟著美國 AHG 首

位華人認證藥草師,開啟植物自然療

癒能量,抗過敏、緩解疼痛、癌症修

復、皮膚保養、寵物健康 /郭姿均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, 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85-2-1 (EPUB)  

馬、車輪、語言: 歐亞草原的騎馬者

如 何 開 創 現 代 世 界 / 大 衛 . 安 東 尼

(David W. Anthony)著; 賴芊曄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12-6 

(EPUB)  

馬、車輪、語言: 歐亞草原的騎馬者

如 何 開 創 現 代 世 界 / 大 衛 . 安 東 尼

(David W. Anthony)著; 賴芊曄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13-3 

(PDF)  

孫子兵法逐字逐句釋義之參考書/游

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游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43-9062-5 (PDF)  

夏日動物園: 微笑的獸/翁明哲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名山藝術, 11006 .-- 

36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14-1-5 (平裝)  

神木偵探 /本田不二雄著 ; 陳嫻若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11-4-0 (EPUB)  

消失的古國: 考古學家如何發掘歷史

上存在、但地理上消失的 36 個國家

/胡楊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2-64-0 (EPUB)  

消失的古國: 考古學家如何發掘歷史

上存在、但地理上消失的 36 個國家

/胡楊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2-67-1 (PDF)  

海外客家研究的回顧與比較/蕭新煌, 

張維安, 張翰璧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遠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215-9 (EPUB)  

唐代茶文化/傅及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62-0 (PDF)  

神光瑜伽/敬海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8-82-6 (PDF)  

病例/洪均榮作 .-- 臺北市 : 新文潮出

版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60-2-0 (EPUB)  

草枕. 上/夏目漱石原作; 翁曼寧朗

讀  .-- 臺 北 市  : 尚 儀 數 位 學 習 , 

11007 .-- 約 14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20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*原來如此. 上/魯德亞德.吉卜林原作; 

阮何凰美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

學習, 11006 .-- 約 82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04-0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*原來如此. 下/魯德亞德.吉卜林原作; 

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06 .-- 約 152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05-7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原來這就是心身症!: 疲憊易怒、恐

慌憂鬰、失眠反胃......權威心理醫師

教你擺脫身心問題,不再依賴藥物/亞

歷 山 大 . 庫 格 史 塔 (Alexander 

Kugelstadt)作; 魏佐君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墨刻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9-595-5 (EPUB)  

家居細節解讀 1128 例: 吊頂、樓梯/

本書編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746-2 (EPUB)  

家居細節解讀 1128 例: 臥室/本書編

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760-8 (EPUB)  

家居細節解讀 1128 例: 客廳/本書編

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761-5 (EPUB)  

家居細節解讀 1128 例: 餐廳/本書編

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762-2 (EPUB)  

病毒入侵大作戰/小牛頓科學教育有

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, 11005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39-76-4 

(EPUB)  

唐前山/水銘文研究/丁振翔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20-0 (PDF)  

真相製造: 從聖戰士媽媽、極權政府、

網軍教練、境外勢力、打假部隊、

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 /劉致昕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97-9-5 (PDF)  

真相製造: 從聖戰士媽媽、極權政府、

網軍教練、境外勢力、打假部隊、

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 /劉致昕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06-0-8 (EPUB)  

徒旅/吳汶珊[作] .-- 初版 .-- 臺東縣 : 

吳汶珊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38-0 (平裝)  

珠珠串串= Beads/財團法人鴻禧藝術

文教基金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鴻禧藝

術基金會, 11007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89200-3-3 (精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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胭脂盆地/簡媜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7-455-3 (EPUB)  

家庭常用滋補養生中藥/中藥養生編

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716-5 (EPUB)  

家庭藥浴保健療法/張英編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19-6 

(EPUB)  

家族企業的治理、傳承與接班/司徒

達賢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
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19-9 (EPUB)  

家族企業的治理、傳承與接班/司徒

達賢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
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226-7 (PDF)  

家常美味燒烤/遲賢君編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16-729-5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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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0-58-6 (EPUB)  

時間、地圖與歷史: 從巨石到日晷、

從實體到數位,銘刻舊新世界風景的

百年製圖史,改變我們對歷史的看法/

凱倫.維根, 卡洛琳.維特爾作; 鼎玉鉉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96-2 

(EPUB)  

挩窗去弄險: 大士爺厚火氣/鄭順聰

作; 王眉, 鄭順聰, 張毓棬,鄭清鴻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06 .-- 約 275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65-

2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*浮華世界. 上/威廉.梅.薩克萊原作; 

王子芸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06 .-- 約 182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02-8-8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*浮華世界. 下/威廉.梅.薩克萊原作; 

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06 .-- 約 262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00-2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*浮華世界. 中/威廉.梅.薩克萊原作; 

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06 .-- 約 262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02-9-5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財富自由 3 步驟: 小資族跟著蕾咪這

樣做,每個月多賺 1 個月薪水/蕾咪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21-9 

(EPUB)  

書畫隨筆 /朱省齋原著 ; 蔡登山主
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0-57-9 (EPUB)  

高雄醫學大學學生利他獎專刊. 109

學年度/鐘育志主編 .-- 第 1 版 .-- 高

雄市 : 高醫大, 11006 .-- 5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105-50-0 (平裝)  

凌煙的人生廚房: 吃出台菜心滋味: 

料理即人生,作家獻聲上菜/凌煙作.

主講 .-- 新北市 : 一刻鯨選, 11006 .-- 

約 1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0-48-8 (線上有聲書(M4A))  

家裝集市旺家宜忌 1000 例/<<家裝

集市>>編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6-743-1 (EPUB)  

唐詩與雪廬詩選輯講記/徐醒民講 .-- 

彰化縣 : 雪明講習堂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55-6 (PDF)  

病態人格心理學: 與死囚共存的犯罪

心理學權威,告訴你「無良基因」的

真相/原田隆之著; 李欣怡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80-25-7 

(EPUB)  

神與科學家的語言: 拉丁文與其建構

的 帝 國 / 方 索 娃 斯 . 瓦 克 (Françoise 

Waquet)著; 鄭佳美, 林素朱譯 .-- 第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62-495-1 

(EPUB)  

祖魯法則: 買進飆股不求人,英國股

神史萊特轟動金融圈的經典投資祕

笈/吉姆.史萊特(Jim Slater)作; 劉道捷

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22-3 

(PDF)  

祖魯法則: 買進飆股不求人,英國股

神史萊特轟動金融圈的經典投資祕

笈/吉姆.史萊特(Jim Slater)作; 劉道捷

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25-4 

(EPUB)  

家養綠植: 裝飾.培育.欣賞/橘頁社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39-4 (EPUB)  

哲學+心理學+社會學+經濟+統計學

合集/李忠謙, 曾寶瑩, 吳逸驊, 溫美

珍, 小林克彥著; 方瑜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60-2 (PDF)  

恐龍一億五千萬年: 看古生生物學家

抽絲剝繭,用化石告訴你恐龍如何稱

霸 地 球 / 史 提 夫 . 布 魯 薩 特 (Steve 

Brusatte)著; 黎湛平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16-2 (EPUB)  

哲學家,很有事?/賈辰陽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74-8 (全套:平裝) 

NT$640  

島 嶼 時 代 / 阿 拉 史 泰 爾 . 邦 尼 特

(Alastair Bonnett)著; 吳煒聲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91-4 (EPUB)  

兼職詩人/謝顥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36-6 (EPUB)  

恐懼,你好!百日無懼計畫,從膽小鬼

到勇敢做自己,開啟人生無限可能/蜜

雪兒.波勒(Michelle Poler)著; 邱碧玲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163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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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麥浩斯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8-718-1 (PDF)  

從<<金瓶梅>>到鴛鴦蝴蝶派: 中國

通俗小說探賾/徐志平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63-7 (PDF)  

被一朵花召喚/琹川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497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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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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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rk Design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麥浩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06-8 (PDF)  

第二言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「テシマ

ウ」の習得過程/簡卉雯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致良, 11006 .-- 22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4-16-2 (平

裝) NT$360  

深入絕境: 戰地記者瑪麗.柯爾文的

生與死/琳賽.希爾遜(Lindsey Hilsum)

著; 黃楷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

城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18-9-8 (EPUB)  

深入絕境: 戰地記者瑪麗.柯爾文的

生與死/琳賽.希爾遜(Lindsey Hilsum)

著; 黃楷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

城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34-0-1 (PDF)  

麥子 .落地 : 結出子粒 ,反得生命= 

Smile with hope/王秀燕, 王明仁, 全國

成, 何素秋, 卓翊安, 邱玫, 洪月華, 洪

健胤, 秦燕, 翁慧圓, 郭明珠, 郭東曜, 

陳仲良, 陳淑圓, 曾月娥, 游育蕙, 黃

玉華, 劉正文, 劉齊珠, 蕭麗華, 龍紀

萱, 謝淑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台

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, 11008 .-- 13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34-0-

0 (平裝)  

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 /賴錫三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86-6 (PDF)  

帶心: 黑色職場蛻變成夢幻企業,席

捲德國企管界的無聲革命/博多.楊森

(Bodo Janssen), 古 倫 (Anselm Grün)

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今周刊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9054-99-7 (PDF)  

逐日填滿,不定期氾濫/陳育律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498-3 

(EPUB)  

從心靈到細胞的療癒/喬思.慧麗.赫

克(Joyce Whiteley Hawkes)著; 鍾清瑜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55-7-5 (EPUB)  

清代中韓關係史論集. 卷一/張存武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38-0 (EPUB)  

清代寶卷鈔本經眼錄/謝泳著 .-- 一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秀 威 資 訊 科 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39-7 (EPUB)  

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教學、文化與翻

譯研討會論文集. 第 15 屆= Actas del 

XV Simposio Sobre Didáctica, Cultura y 

Traducción del Español/劉愛玲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淡大西語系, 

11006 .-- 11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736-93-1 (平裝)  

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. 

2020/涂敏芬, 黃瑞茂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淡大社會責任實踐計

畫辦公室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736-94-8 (PDF)  

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. 

2020/涂敏芬, 黃瑞茂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淡大, 11006 .-- 8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-96-2 

(平裝)  

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. 

2020/涂敏芬, 黃瑞茂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淡大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-97-9 (PDF)  

健身,也健心: 傳奇教練丹約翰的人

生與肌力訓練講堂/丹.約翰(Dan John)

著; 王啟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

壘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7-4-5 (EPUB)  

健身,也健心: 傳奇教練丹約翰的人

生與肌力訓練講堂/丹.約翰(Dan John)

著; 王啟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

壘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7-6-9 (PDF)  

御伽草紙/太宰治作; 吳奕倫朗讀 .-- 

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6 .-- 約 31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77-4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教你讀懂理工英語: 完整剖析生物、

化學、物理英語/李家同, 周照庭著 .-

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5909-6 (EPUB)  

教你讀懂理工英語: 完整剖析生物、

化學、物理英語/李家同, 周照庭著 .-

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5923-2 (PDF)  

彩券、博彩與公益/劉代洋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, 11007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98-376-8 (全套:

平裝) NT$1200  

*莫泊桑短篇小說選/居伊.德.莫泊桑

原作; 溫慧怡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

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116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2-3-3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NT$250  

救命飲食. 2, 不生病的祕密/T.柯林.

坎貝爾(T.Colin Campbell), 霍華.賈可

布 森 (Howard Jacobson) 著 ; 呂 奕 欣

譯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96-23-4 

(EPUB)  

部門績效考核的量化管理/秦建成編

著 .-- 增訂八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管, 

11007 .-- 36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9-100-6 (平裝) NT$450  

堅持: 泌尿科醫師破解攝護腺保健迷

思,教你找回青春活力/莊豐賓, 王蘭

芬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180-9 (EPUB)  

堅持: 泌尿科醫師破解攝護腺保健迷

思,教你找回青春活力/莊豐賓, 王蘭

芬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186-1 (PDF)  

甜品冰店創業經營學/漂亮家居編輯

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8-714-3 (PDF)  

這是我的名字 /香奈兒 .米勒(Chanel 

Miller)著; 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野人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4-559-1 (EPUB)  

這是我的名字 /香奈兒 .米勒(Chanel 

Miller)著; 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野人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4-562-1 (PDF)  

*翊城恩秀/趙秀娟作 .-- 嘉義市 : 趙

秀娟, 11006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8993-3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專為腎臟病調理設計的五感飲食療

法: 專業醫師 x 營養師精心調配!好

食慾才有好健康!/工藤靖夫著; 黃筱

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26-6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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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茂萱鋼琴奏鳴曲= Chen Mao Shuen 

sonatas/陳茂萱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致凡音樂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9332-96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57-9332-97-2 (第 2 冊:平裝)  

理科醫科合集: 圖解物理學+圖解化

學+圖解生物學+圖解生化學+圖解

醫療+圖解科學史/山⽥弘, 山本喜一, 

藤⽥勲, ⼤⽯正道, 柯雅惠, 生⽥哲, 

楊朝傑著; 顏誠廷, 洪悅慈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70-1 

(EPUB)  

從 海 那 邊 來 的 豐 盛 餐 桌 /Penny, 

Angels(潘薇安)文.攝影 .插畫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93-5 (EPUB)  

健康、財富、愛與完美自我表現的

人生祕密/佛羅倫斯.斯柯維爾.希恩

(Florence Scovel Shinn)作; 林許迦恆
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

約 20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6-20-3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163  

張曼娟的課外讀物合集 1-4/奧.亨利, 

契訶夫, 芥川龍之介, 王爾德原作; 張

曼娟編譯導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0-046-6 (EPUB)  

張曼娟藏詩卷合集 1-5/張曼娟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0-045-9 

(EPUB)  

健康就是福: 老年人養生保健金典/

肖艷, 楊忠敏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755-4 (EPUB)  

敏捷管理生存指南: 不是快,而是適

者生存/林裕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翻滾海貍工作室 , 11006 .-- 冊  .-- 

ISBN 978-986-99514-3-2 (全套:平裝)  

敏捷管理生存指南: 不是快,而是適

者生存. 上, 基礎概念/林裕丞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翻滾海貍工作室, 

11006 .-- 34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514-1-8 (平裝) NT$380  

敏捷管理生存指南: 不是快,而是適

者生存. 下, 進階應用/林裕丞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翻滾海貍工作室, 

11006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514-2-5 (平裝) NT$310  

商務翻譯: 譯.注.評/趙興民, 蔡力堅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6-47-1 (EPUB)  

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 /史英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本教育基金會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26-4-9 (EPUB)  

這就是大宋帝國: 文化很巔峰,軍事

並不弱/孫郡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達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7-49-2 (EPUB)  

帶著孩子蓋房子: 兒童空間教育/人

本教育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人本教育基金會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371-9-9 (EPUB)  

涵虛書室論文集/李建崑作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26-928-1 

(EPUB)  

基督信仰小問答/馬丁.路德[作] .-- 第

一版 .-- 新竹市 : 路德傳產基金會, 

11006 .-- 48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6403-1-2 (平裝)  

強勢品牌成長學: 從行為經濟學解盲

消費心理,關鍵六步驟打造顧客首選

品牌/王直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06-7 (EPUB)  

曼蒂家的沙拉: 蒙特婁超人氣餐廳私

房配方大公開,從食指大動到美好生

活,超簡單原型食物,好吃又健康!/曼

蒂.沃爾夫, 瑞貝卡.沃爾夫, 梅莉迪絲.

艾瑞克作; 羅亞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潮浪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80-2-7 (EPUB)  

曼蒂家的沙拉: 蒙特婁超人氣餐廳私

房配方大公開,從食指大動到美好生

活,超簡單原型食物,好吃又健康!/曼

蒂.沃爾夫, 瑞貝卡.沃爾夫, 梅莉迪絲.

艾瑞克作; 羅亞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潮浪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80-3-4 (PDF)  

問話絕技: 問話能力,就是「解決問

題」的能力 /松本幸夫著 ; 郭欣怡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致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6909-9-7 (EPUB)  

從零開始學寫作: 自媒體時代,人人

都需要「寫作力」/弘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55-7 (EPUB)  

從零開始學寫作: 自媒體時代,人人

都需要「寫作力」/弘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59-5 (PDF)  

從零開始讀懂流通業: 一本掌握便利

商店、百貨公司、網路零售、批發

商、中間商、物流運籌的基礎/石原

武政, 竹村正明, 細井謙一著; 張嘉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89-8 

(EPUB)  

從零開始讀懂消費者行為: 一本掌握

顧客心理、購買決策與消費動機的

基礎/松井剛, 西川英彦著; 陳朕疆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23-9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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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37-3 (EPUB)  

陰道聖經/珍.岡特(Jen Gunter)著; 郭

品 纖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08-8 (EPUB)  

專業與堅持: 23 則餐旅專業經理人

的故事/國立高雄餐旅大學, 書泉出

版社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1-232-4 (PDF)  

條頓騎士團: 歐洲三大軍事修會之首,

條頓騎士團三百年興衰史/威廉.厄本

(William Urban)著; 陸大鵬譯 .-- 初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馬 可 孛 羅 文 化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13-1 (EPUB)  

商 管 決 策 與 實 務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. 

2021/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, 南

臺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編

輯  .-- 臺南市  : 南臺科大會資系 , 

11006 .-- 59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27-72-0 (平裝)  

*做夢的勇氣: 不放棄熱情,也不要忘

記內心 /門田英司原作 ; 謝立品朗

讀  .-- 臺 北 市  : 尚 儀 數 位 學 習 , 

11006 .-- 約 18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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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8-986-06702-1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300  

情緒治療,陪孩子度過焦慮危機/蔡仲

淮著  .-- 初版  .-- 新竹縣  : 方集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08-0 (EPUB)  

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

文 集 . 2021 第 十 六 屆 =International 

Conference on Green Energy 

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

Proceedings. 2021/陳財榮編 .-- 初版 .-

- 彰 化 縣  : 綠 色 能 源 科 技 協 會 , 

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8295-9-6 (平裝) NT$1500  

商標法: 案例式/林洲富著 .-- 五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82-8 (PDF)  

教養的秘密: 無效管教 OUT,科學育

兒 IN,兒童發展專家王宏哲的新世代

教養術/王宏哲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151-9 (PDF)  

這樣溝通,9 成的問題都能解決/樊登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96-26-2 (PDF)  

這樣說話很沒禮貌/吉原珠央著; 謝

敏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5-617-2 (EPUB)  

被遺忘的拉美: 福爾摩沙懷舊植物誌: 

農村、童玩、青草巷,我從亞馬遜森

林回來,追憶台灣鄉土植物的時光/胖

胖樹王瑞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浩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08-707-5 (EPUB)  

動機是一切的開始: 當所有人都按部

就班地走向目標,你能讓自己用飛的

嗎?/植木宣隆著; 郭子菱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21-9 (PDF)  

動機是一切的開始: 當所有人都按部

就班地走向目標,你能讓自己用飛的

嗎?/植木宣隆著; 郭子菱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25-7 (EPUB)  

動機致勝: 善用 26 種心理學法則,小

行動帶來大成功!/塚本亮著; 鄒玟羚, 

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25-9 (EPUB)  

晨興聖言: 約書亞記.士師記.路得記

結晶讀經/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

輯部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

音書房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166-704-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166-705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蛋糕製作入門/王森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30-1 (EPUB)  

乾薑排寒(暢銷經典版)/石原新菜著; 

楊詠婷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98-4-8 (EPUB)  

乾薑排寒(暢銷經典版)/石原新菜著; 

楊詠婷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98-5-5 (PDF)  

基礎化妝 288 個細節/輪之文化藝術

傳播有限責任公司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02-8 (EPUB)  

連鎖經營大突破: 打造新零售時代獲

利模式/陳其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09-8 (EPUB)  

貨 櫃 與 航 運 / 馬 克 . 李 文 森 (Marc 

Levinson)著; 吳國卿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63-18-8 (EPUB)  

貨 櫃 與 航 運 / 馬 克 . 李 文 森 (Marc 

Levinson)著; 吳國卿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63-22-5 (PDF)  

連鎖機關設計大挑戰!Minecraft 有趣

裝置創意大全/カケキヨ作; 盧品霖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950-1 

(EPUB)  

連鎖機關設計大挑戰!Minecraft 有趣

裝置創意大全/カケキヨ作; 盧品霖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966-2 

(PDF)  

喬.拜登: 他的中間路線能重振美國

嗎?/歐逸文(Evan Osnos)著; 廖世德
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3-16-4 (EPUB)  

喬.拜登: 他的中間路線能重振美國

嗎?/歐逸文(Evan Osnos)著; 廖世德
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3-20-1 (PDF)  

森: 楊淇竹詩集/楊淇竹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45-499-0 (EPUB)  

開一間鼓勵交流的社區咖啡館/齋藤

保著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200-4 (PDF)  

開一間鼓勵交流的社區咖啡館/齋藤

保著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202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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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4-04-2 (PDF)  

畫人畫事 /朱省齋原著 ; 蔡登山主
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0-59-3 (EPUB)  

給川川的札記/奚淞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23-392-3 (PDF)  

惡之教程/笭菁作.朗讀.主講 .-- 新北

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007 .-- 約 36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8-05-4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黃天麟論壇. 參. 2021 年/黃天麟作 .-- 

臺北市 : 台灣國家聯盟, 11007 .-- 6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92-1-

3 (平裝) NT$100  

善用 UX 來提升 UU: 打造滿足新手

和專家的 UI/余虹儀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4-831-2 (PDF)  

善用 UX 來提升 UU: 打造滿足新手

和專家的 UI/余虹儀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4-844-2 (EPUB)  

傑出男孩培養全書 /成墨初編著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03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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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本蕊. 2021= Benrei HUANG. 2021/

誠品畫廊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誠

品, 11007 .-- 10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599-62-8 (平裝)  

短舌/黃文傑作 .-- 臺北市 : 新文潮出

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60-0-6 (EPUB)  

單車.部落.縱貫線: 精選中部原鄉路

線: 在賽德克遇見彩虹橋,同時探訪

武界 X 布農,雲的故鄉/陳忠利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90-0 (PDF)  

單車.部落.縱貫線: 精選北部原鄉路

線: 上巴陵下福山,騎繞福巴越嶺古

道,同時尋訪泰雅路/陳忠利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89-4 (PDF)  

單車.部落.縱貫線: 精選東部原鄉路

線: 南安八通關,南橫東段沿山行,與

縱橫山海太魯閣/陳忠利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9-588-7 (PDF)  

單車.部落.縱貫線: 精選南部原鄉路

線: 探訪雲豹故鄉,在霧台部落感受

魯凱風情,同時走過台灣大歷史/陳忠

利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墨刻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587-0 (PDF)  

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: 北進武嶺、南

出鵝鑾鼻,縱斷台灣五百哩: 單車 9

日行程&路線攻略/陳忠利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83-2 (PDF)  

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: 台灣四極點環

島 8 日行程&路線攻略/陳忠利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84-9 (PDF)  

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: 台灣橫貫東向

西路線建議/陳忠利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墨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9-585-6 (PDF)  

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: 優遊自行車道

與新北三金典路線: 12 條環島 x 3 條

坪林路線 x 綠金、黑金和黃金路線/

陳忠利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586-3 (PDF)  

著作權法論/蕭雄淋著 .-- 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93-4 (PDF)  

黃金 90 秒情緒更新: 頂尖心理學家

教你面對情緒浪潮,化不愉快為真正

的自由與力量/瓊恩.羅森伯格著; 鄭

百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593-7 (EPUB)  

森林小學: 生活紀實/森林小學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本教育基金會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26-3-2 (EPUB)  

森林小學: 教學紀實/森林小學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本教育基金會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26-2-5 (EPUB)  

無所事事之必要: 荷蘭 Niksen 幸福

生活學/奧爾嘉.麥金著; 王瑞徽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31-6 

(PDF)  

黃金海盜時代: 得海洋者得天下!解

構世人對海上游牧人生的幻想與迷

思,揭開真實世界的海盜犯罪與各國

角 力 戰 / 安 格 斯 . 康 斯 丹 (Angus 

Konstam)作; 黃妤萱, 王婉茜, 鄭依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94-8 

(EPUB)  

*湯姆歷險記. 上/馬克.吐溫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3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07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*湯姆歷險記. 下/馬克.吐溫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31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08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最直覺的英文文法 /潘威廉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63-5-1 

(PDF)  

*富美子的腳/谷崎潤一郎原作; 石瑾

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42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06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黃帝內經: 飲食與養生/賀娟編著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47-9 (EPUB)  

飲食宜忌 1888 例/飲食宜忌編委會
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20-2 (EPUB)  

最後的帝國: 大清龍旗飄落與民國崛

起的始末/金滿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20-5-0 (PDF)  

最後的雄鷹: 一位台籍日軍飛行員的

戰時日記/鄭連德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26-940-3 (EPUB)  

超級成長股投資法則 /林子揚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富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847-6-8 (EPUB)  

超級業務人脈學: 30 個認識人的關

鍵分享,幫助你拓展人脈,一輩子受用

無窮/吳家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0-051-0 (EPUB)  

智 能 蒐 藏 品 : 解 開 非 同 質 化 代 幣

(NFTs) 的 價值 / 費 聿安 (Andrew Fai)

作 .-- 臺北市 :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275-5-8 (PDF)  

超級蔬果綠拿鐵/素人天然食研究會

原作; 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

數位學習, 11007 .-- 約 252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18-7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NT$280  

棒針編織 688 男裝/唐玉屏, 王冬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15-8 (EPUB)  

黑盒子裡的夢: 電影裡的三倍長人生

/彭紹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92-2 (EPUB)  

黑盒子裡的夢: 電影裡的三倍長人生

/彭紹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94-6 (PDF)  

發現神蹟/林明辰作 .-- 第一版 .-- 桃

園市 : 網迅雲端, 11006 .-- 8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40-60-2 (精

裝) NT$800  

給累媽媽看的輕鬆教子經 /鄧在虹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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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32-5 (EPUB)  

揉揉手指の神奇自癒力: 手指瑜伽+

排毒呼吸法, 打通經絡氣流,活化大

腦細胞的不受限健康療法 (暢銷新訂

版)/龍村修著; 林曜霆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30-1 (PDF)  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: 三教科儀/楊蓮

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

化, 11006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00-38-9 (平裝) NT$500  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: 臺南州民風作

興委員會協議決定事項等三冊/楊蓮

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

化, 11006 .-- 4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00-36-5 (平裝) NT$500  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: 臺灣葬儀改善

要覽/楊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揚文化, 11006 .-- 11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600-35-8 (平裝) 

NT$500  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: 龍華科儀文獻/

楊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揚文化, 11006 .-- 8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600-39-6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超越祖魯法則: 瞄準成長股的超人利

潤,散戶選股策略經典/吉姆.史萊特

(Jim Slater)作; 陳鴻旻譯 .-- 三版 .-- 

新北市 : 大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1-21-6 (PDF)  

超越祖魯法則: 瞄準成長股的超人利

潤,散戶選股策略經典/吉姆.史萊特

(Jim Slater)作; 陳鴻旻譯 .-- 三版 .-- 

新北市 : 大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1-24-7 (EPUB)  

插畫散步: 從零開始的繪畫之路/黃

本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9-671-0 (EPUB)  

超創業計畫書/井口嘉則著; 林詠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0-161-9 (PDF)  

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: 固力果.森永

事件未解之謎/NHK 特別節目採訪組

作;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凌

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658-8-0 (EPUB)  

結晶讀經綱要附經文: 約書亞記 士

師記 路得記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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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7 .-- 15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66-703-4 (平裝)  

最新世界衝突地圖: 解析區域衝突,

了 解 全 球 局 勢 / 帕 斯 卡 . 博 尼 法 斯

(Pascal Boniface), 于 貝 爾 . 凡 德 林

(Hubert Védrine)著; 林舒瑩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767-0-9 

(EPUB)  

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

討會論文集. 2021/[開南大學企業與

創業管理學系]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.-- 

初版 .-- 桃園市 : 開南大學企創系, 

11006 .-- 235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467-38-7 (平裝)  

創意盆器巧搭配: 簡易盆栽/魏玉娟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31-8 (EPUB)  

華頓商學院的情緒談判課/莫麗.塔荷

瑞波著; 周怡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大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1-29-2 (EPUB)  

華頓商學院的情緒談判課/莫麗.塔荷

瑞波著; 周怡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大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1-31-5 (PDF)  

創新數位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: 智慧

雲世代下的新媒體創新趨勢 . 2021/

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資訊傳

播系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南臺

科大數位設計學院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6479-4-6 (PDF)  

最新簡明六法/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

輯 .-- 55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92-7 

(PDF)  

結構式遊戲治療之個案報告彙整: 概

念化實務/鄭如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2-897-2 (PDF)  

華爾街宗師回憶錄: 價值投資之父葛

拉 漢 / 班 傑 明 . 葛 拉 漢 (Benjamin 

Graham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2-59-6 (EPUB)  

華爾街宗師回憶錄: 價值投資之父葛

拉 漢 / 班 傑 明 . 葛 拉 漢 (Benjamin 

Graham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2-62-6 (PDF)  

超圖解解剖學: 完整了解身體構造與

各器官功能/松村讓兒監修; 童小芳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27-3 (EPUB)  

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論文集. 第十五

屆/第十五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出

版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06 .-- 41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788-8 (平裝)  

智慧財產法綜論/吳嘉生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21-4 (PDF)  

智慧醫療產業綜析. 上, 產業趨勢與

技術發展/張軒豪, 張浚凱, 陳思豪, 

林展鈺, 徐文華, 陳霈萱, 巫文玲, 劉

曉君, 朱師右, 韓揚銘, 林盈年, 施柏

榮 , 富 士 Chimera 總 研 , Nikkei 

Computer 作 .-- 臺北市 : 資策會產情

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81-828-9 (PDF)  

智慧醫療產業綜析. 下, 新興應用產

品與服務/張軒豪, 鄭凱安, 吳駿驊, 

黃仕宗, 盧美惠, 張凱傑, 陳霈萱, 謝

佩芬, 王意婷, 高雅玲, 資策會科技法

律研究所, 金屬中心 MII, 日經 xTech

作  .-- 臺 北 市  : 資 策 會 產 情 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81-829-6 (PDF)  

程錫牙作品集/程錫牙[作] .-- 南投縣 : 

程錫牙, 11007 .-- 40 面; 20X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060-1 (平裝)  

給總是因為那句話而受傷的你/朴相

美著; 陳品芳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5906-5 (EPUB)  

給總是因為那句話而受傷的你/朴相

美著; 陳品芳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5920-1 (PDF)  

評點晚清民國人物: 續<<南湖錄憶

>>/高拜石原著; 蔡登山主編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40-60-9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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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縵堂詩詞集三種 /楊家駱主編 .-- 

初版再刷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6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793-53-6 (全套:

平裝)  

超簡單 Python/MicroPython 物聯網應

用: 堆積木寫程式輕鬆學習軟硬體整

合/陳會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30-5 (PDF)  

超簡單 Python/MicroPython 物聯網應

用: 堆積木寫程式輕鬆學習軟硬體整

合/陳會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45-9 (EPUB)  

游藝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第十四

屆= Journal of In-Art Forum/潘永瑢總

編輯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, 

11006 .-- 113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358-94-4 (平裝)  

萍飄美國: 新移民實錄(增訂版)/令狐

萍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
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26-941-0 (EPUB)  

愛!日本語. 初級/Ｊリサーチ出版編

集部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新, 

11007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21-210-2 ( 第 1 冊 : 精 裝 ) 

NT$380  

愛,不停頓: 細火慢燉 72 道滋養身心

的應季湯品/蜜思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40-0 (EPUB)  

電子商務入門: 觀念、模式與跨境實

戰/朱訓麒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前

程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96-1-8 (PDF)  

當文創遇上法律: 智慧財產的運用/

賴文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

術家庭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9057-96-7 (EPUB)  

新比較教育學: 理論與研究/洪雯柔, 

謝斐敦, 黃柏叡, 鍾宜興, 李奉儒, 沈

姍姍, 鄭以萱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元照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11-558-6 (PDF)  

當代占星研究/Sue Tompkins 作; 胡因

夢譯; 郭羽漫朗讀 .-- 臺北市 : 積木

文化, 11007 .-- 約 780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9-330-9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 

新生命門徒小組: 研習手冊. 2/國際

學園傳道會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592-3-8 

(EPUB)  

新生命門徒小組: 研習手冊. 2/國際

學園傳道會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2-7-6 (PDF)  

新生命門徒小組: 研習手冊. 3/國際

學園傳道會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592-4-5 

(EPUB)  

新生命門徒小組: 研習手冊. 3/國際

學園傳道會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2-8-3 (PDF)  

新生命發現小組: 研習手冊. 1/國際

學園傳道會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592-5-2 

(EPUB)  

新生命發現小組: 研習手冊. 1/國際

學園傳道會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2-9-0 (PDF)  

新生命領袖小組: 研習手冊. 4/國際

學園傳道會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592-6-9 

(EPUB)  

新生命領袖小組: 研習手冊. 4/國際

學園傳道會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9-0-2 (PDF)  

新世紀金融怪傑: 對沖基金經理人的

贏家思維. 上 /傑克.史瓦格(Jack D. 

Schwager)著; 黃嘉斌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寰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229-2-8 (PDF)  

新世紀金融怪傑: 對沖基金經理人的

贏家思維. 下 /傑克.史瓦格(Jack D. 

Schwager)著; 黃嘉斌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寰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229-3-5 (PDF)  

當代張載學/王雪卿著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5910-2 (EPUB)  

當代張載學/王雪卿著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5924-9 (PDF)  

當代新道家/賴錫三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85-9 (PDF)  

暗示療法的奇蹟/愛彌爾.庫埃(Émile 

Coué de La Châtaigneraie)作; 陳昭如

譯; 林許迦恆朗讀 .-- 臺北市 : 柿子

文化, 11006 .-- 約 134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96-30-2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182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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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47-8-2 (EPUB)  

奧地利史: 藍色多瑙國度的興衰與重

生/杜子信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206-0 (EPUB)  

萬有醫始/周昭亮著 .-- 臺北市 : 新文

潮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60-1-3 (EPUB)  

想戒不難/林建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8-93-2 (PDF)  

遇見心靈伴侶/蘇西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銘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806-3-8 

(EPUB)  

新長征: 發展值得保存的心智/藍慕

沙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覺醒出版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77-3-7 (PDF)  

*愛的受難. 上/查爾斯.利德原作; 李

軍翰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12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2-4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*愛的受難. 下/查爾斯.利德原作; 李

軍翰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15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2-5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新知研討會乳牛飼養與營養線上研

討會. 110 年度 /夏良宙主編 .-- 初

版  .-- 屏 東 縣  : 育 宙 農 業 生 技 , 

11006 .-- 1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774-5-6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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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的倫理關懷與養生哲學 /賴錫三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84-2 

(PDF)  

經典解析: 唐鳳談數位公民/唐鳳, 陳

沛穎, 卓致遠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
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0-4-9 (EPUB)  

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. 單親家庭篇: 

傾聽孩子的訊息密碼,增進信任關係,

建立愛與歸屬感的環境 /簡.尼爾森

(Jane Nelsen), 謝瑞爾.艾爾文(Cheryl 

Erwin), 卡洛.德爾澤(Carol Delzer)著; 

陳玫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95-22-6 (PDF)  

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. 單親家庭篇: 

傾聽孩子的訊息密碼,增進信任關係,

建立愛與歸屬感的環境 /簡.尼爾森

(Jane Nelsen), 謝瑞爾.艾爾文(Cheryl 

Erwin), 卡洛.德爾澤(Carol Delzer)著; 

陳玫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95-26-4 (EPUB)  

感官駭客: 如何用五感打造更快樂、

更 健 康 的 生 活 / 查 爾 斯 . 史 賓 斯

(Charles Spence)著; 陳錦慧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00-0 (EPUB)  

腦的應用科學: 一本講透大腦結構、

解析腦力關鍵、助你掌握 AI 時代的

大腦活用術/茂木健一郎著; 林冠汾
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01-7 

(PDF)  

愛 的 藝 術 / 埃 里 希 . 佛 洛 姆 (Erich 

Fromm)著; 梁永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9-987-6 (EPUB)  

愛 的 藝 術 / 埃 里 希 . 佛 洛 姆 (Erich 

Fromm)著; 梁永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9-988-3 (PDF)  

愛孩子之前,先練習愛自己: 當父母

內心強大,就能養出有自信、不輕易

放棄的成長型思維孩子 /徐安廷著 ; 

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7-457-9 (EPUB)  

愛孩子之前,先練習愛自己: 當父母

內心強大,就能養出有自信、不輕易

放棄的成長型思維孩子 /徐安廷著 ; 

尹嘉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7-458-6 (PDF)  

傳染病大全: 從病原體到傳染途徑,

全方位剖析防疫知識/堤寬著; 鍾嘉

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728-0 (EPUB)  

道家型知識分子論/賴錫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83-5 (PDF)  

媽祖姬/高薛琳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薛琳姬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8989-6 (EPUB)  

資訊爆炸之後: 網路思想先驅溫柏格

解構資訊爆炸、知識轉型與資訊焦

慮/溫柏格(David Weinberger)著; 王年

愷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62-496-8 (EPUB)  

農產作物食品原料檢驗證明書擬定

指 引 = A voluntary guidline for 

certifcate of analysis(CoA) of 

agricultural materials/蔡偉皇, 郭俊緯, 

楊佐琦, 李雅琳 林恒生, 何緯倫, 林

秀芬, 林俞廷, 王彤寧, 張聆真, 彭俞

玟, 樊祥如, 陳羿綺執行編輯 .-- 初

版  .-- 新竹市  : 農業科技研究院 , 

11006 .-- 16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21-5-9 (平裝) NT$799  

媳婦靠北日記 /朴書雲著 ; 林芳如

譯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28-6 (PDF)  

跟著 iOS Developer 一起學寫 Android 

App/謝騰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15-2 (EPUB)  

跟著 iOS Developer 一起學寫 Android 

App/謝騰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碩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25-1 (PDF)  

跟著日本時代建築大師走: 一次看懂

百年台灣經典建築/吳昱瑩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34-5 (EPUB)  

道閒史語/顏清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8-89-5 (PDF)  

罪惡感的代價: 德國與日本對二戰的

記憶/伊恩.布魯瑪(Ian Buruma)作; 鄭

明宜, 周如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紅桌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159-9-4 (EPUB)  

煲湯熬粥 128 道/牛國平, 牛翔編著 .-

- 第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崧燁文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33-2 (EPUB)  

聖經(和合本 2010 上帝版)= The Holy 

Bible: Chinese union version 

2010(RCU)(Shangti edition)/ .-- 新北

市 : 聖經公會, 11008 .-- 193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7-0-1 (精

裝皮面拉鍊)  

聖經充滿我/杜佳諭文字編輯 .-- 初

版  .-- 臺南市  : 臺灣教會公報社 , 

11006 .-- 2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1-17-1 ( 第 7 冊 : 平 裝 ) 

NT$80  

聖經合集: 圖解聖經+圖解舊約聖經/

生田哲著; 銀色快手, 黃碧君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74-9 

(PDF)  

聖經和合本= The holy Bible/ .-- 初

版  .-- 新 北 市  : 聖 經 資 源 中 心 , 

11007 .-- 15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176-8-9 (精裝皮面拉鍊索

引-古典藍) .-- ISBN 978-986-06176-9-

6 (精裝皮面拉鍊索引-書法咖)  

聖經筆記: 約書亞記 士師記 路得記/

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

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

書房, 11007 .-- 32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66-706-5 (平裝)  

話語!啟動宇宙最驚人的共振能量/佛

羅 倫 斯 . 斯 柯 維 爾 . 希 恩 (Florence 

Scovel Shinn)作; 林許迦恆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約 162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25-8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82  

想像力是完美人生的剪刀/佛羅倫斯.

斯柯維爾.希恩(Florence Scovel Shinn)

作, 林許迦恆朗讀 .-- 臺北市 : 柿子

文化, 11006 .-- 約 179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96-22-7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08  

奧福音樂與遊戲. 4/楊惠讌作 .-- 臺

北市 : 奧福音樂藝術世界, 11007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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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6967-3-9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60  

*傲慢與偏見. 上/珍.奧斯汀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3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09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*傲慢與偏見. 下/珍.奧斯汀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4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10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想遠離煩惱就要先管住你的腦: 54

招超強馭腦術,工作、人 際、戀愛問

題迎刃而解!/加藤俊德著; 劉宸瑀, 

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29-7 (EPUB)  

詩 篇 51-150 篇 / 昆 廷 . 維 素 舒 密

(Quentin F. Wesselschmidt)主編; 林梓

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8-862-7 (EPUB)  

微調有差日系新版面設計/Ingectar-e

著; 李佳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

點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34-4-0 (EPUB)  

腸樂我淨,素無量心/王本榮, 凌阿板

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03-4 (EPUB)  

腸樂我淨,素無量心/王本榮, 凌阿板

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17-1 (PDF)  

試錯,我不想你失敗: 10 堂千金換不

到的創業人生課/張凱鈞, 陳鴻傑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62-5 

(PDF)  

試錯,我不想你失敗: 10 堂千金換不

到的創業人生課/張凱鈞, 陳鴻傑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65-6 

(EPUB)  

搞懂內分泌,練成你的易瘦體質/蔡明

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176-0 (PDF)  

慈濟的故事: 「信願行」的實踐. 肆, 

點燈/葉子豪, 葉文鶯, 吳翰有, 黃秀

花撰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13-4-9 (EPUB)  

經濟金融貨幣趨勢合集/林祖儀, 日

本瑞穗綜合研究所, 李明黎, 溫美珍

著; 楊毓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

博士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0-162-6 (PDF)  

經營財務會計力合集/小林克彥, 神

田知宜, 井口嘉則, 黃士剛著; 方瑜, 

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
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0-163-3 (PDF)  

經濟殺手的告白. 2, 美利堅帝國的陰

謀/約翰.柏金斯著; 黃中憲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113-7 

(EPUB)  

經濟殺手的告白. 2, 美利堅帝國的陰

謀/約翰.柏金斯著; 黃中憲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18-2 (PDF)  

經濟殺手的告白. 3, 不願面對的金融

真相/約翰.柏金斯著; 黃中憲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114-4 

(EPUB)  

經濟殺手的告白. 3, 不願面對的金融

真相/約翰.柏金斯著; 黃中憲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19-9 (PDF)  

慈濟臨床婦癌學 /黃思誠總編輯 .-- 

花蓮縣  :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206-9-1 (PDF)  

意識的海洋/蘇西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銘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6-5-2 (EPUB)  

*愛麗思夢遊仙境/路易斯.卡羅原作; 

風如芳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06 .-- 約 131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11-8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楞嚴經蠡測. 參/王薀講述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善聞文化創意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4-2-4 (PDF)  

照顧者壓力調適及資源/宋惠娟, 林

孟薇, 蘇信鳳, 許爲昊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花蓮縣 : 宋惠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061-8 (PDF)  

管他去死是人生最大的自由: 活出理

想人生的身心靈清理法則/莎拉.奈特

著; 彭湘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03-6 (EPUB)  

管他的,走你自己的路!: Iku 老師的

「YES!OK!GO!」人生哲學 /佐藤生

(Iku 老師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

裝本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01-9-0 (PDF)  

實用非訟事件法/林洲富著 .-- 十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56-9 (PDF)  

實用建築聲學應用案例 /陳金文編

著 .-- 臺中市 : 陳金文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072-4 (PDF) 

NT$600  

與失智者的溝通技巧/宋惠娟, 林孟

薇, 蘇信鳳, 許爲昊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花蓮縣 : 宋惠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057-1 (PDF)  

閩台傳統建築史四論 /楊裕富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22-4 

(EPUB)  

算你狠!趣味心理遊戲/花火蝶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7-51-5 

(EPUB)  

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: 中國殖民統治

下的「東突厥斯坦」/伊利夏提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801-954-6 

(EPUB)  

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: 中國殖民統治

下的「東突厥斯坦」/伊利夏提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55-3 (PDF)  

福岡鹿兒島日本九州= An easy & 

freestyle trip 

Fukuoka.Kagoshima.Kyushu/楊春龍文

字.攝影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市 : 采

晴出版工作室, 11007 .-- 28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02-7-9 (平

裝) NT$398  

像社會學家一樣批判思考/喬.貝斯特

(Joel Best)著; 吳妍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0-052-7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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漂流木: 野生藝術家優席夫的流浪傳

奇/優席夫原作; 李軍翰朗讀 .-- 臺北

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7 .-- 約 313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27-

9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20  

*舞姬/森鷗外原作; 劉姿吟朗讀 .-- 

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

72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

12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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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8-88-8 (PDF)  

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/林巧敏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11-221-7 (EPUB)  

豪記龍虎榜. 24/ .-- 臺南市 : 豪記影

視唱片, 11007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706-6-5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滾動百老匯: 現象級音樂劇名作導聆

/宋銘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

創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40-61-6 (EPUB)  

輕奢時尚蔬食烘焙甜點 43 款: 暴擊

味覺想像,連葷食老饕都停不了口!/

今井ようこ著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730-3 (EPUB)  

精彩樣板間詳解 800 例: 玄關.餐廳/

本書編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707-3 (EPUB)  

精彩樣板間詳解 800 例: 臥室.書房/

本書編委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714-1 (EPUB)  

精彩樣板間詳解 800 例: 客廳.走廊/

本書編委會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734-9 (EPUB)  

精彩樣板間詳解詳解 800 例: 廚房.

衛浴.其他/本書編委會編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16-756-1 

(EPUB)  

實現爆發式成長: 關鍵時刻做出正確

抉擇的邏輯思考術,學校、科系、工

作、伴侶都適用,讓你一生無敵!/粥

左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182-1 (EPUB)  

趕集.集外/老舍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清文華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6-48-8 (EPUB)  

漫畫腳本創作法: 徹底了解圖像式編

劇與故事設計法,打造全新影像敘事

魅力/馬克.尼斯(Mark Kneece)著; 林

柏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0-180-0 (EPUB)  

漫畫圖解.不可思議的馬雅古文明/芝

崎みゆき著; 江裕真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67-1-6 (EPUB)  

輕減醣!我的 IG 料理超吸睛/林勃攸

料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1-503-0 (PDF)  

*銘傳大學金融科技產業與政策創新

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= Ming Chuan 

University Academic Seminar on 

Innov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

Industries and Policies/銘傳大學金融

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編輯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銘傳大學金融科技應

用學程, 11006 .-- 295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584-28-0 (平裝)  

圖解日式自然風庭園: 向昭和紀念公

園造園名家小形研三學小庭園美學

和造園手法 /秋元通明著 ; 徐詠惠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0-164-0 (PDF)  

網 路 及 資 訊 安 全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. 

2021/陳維魁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, 11006 .-- 545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212-77-

2 (平裝) NT$800  

圖解生物學 /大石正道著 ; 洪悅慈

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0-159-6 (EPUB)  

圖解台灣陣頭: 宋江系統武陣/黃名

宏著  .-- 初版  .-- 臺中市  : 晨星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35-2 (EPUB)  

圖解住宅尺寸全書: 安全 x 隱私 x 舒

適 x 機能,打造細緻體貼的耐住宜人

住宅/堀野和人, 黒田吏香著; 陳春名

譯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78-7 

(PDF)  

圖解即興速寫: 從取景構圖、勾勒形

態到營造空間層次、光色影氛圍,一

次學會眼到即手到飛快畫法/劉國正

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0-177-0 (PDF)  

夢想的勇氣: 通往美好未來的途徑/

教宗方濟各(Pope Francis); 奧斯丁.艾

夫賴格 (Austen Ivereigh)著 ; 鄭煥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15-3-8 (EPUB)  

圖解服務業管理/陳耀茂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05-4 (PDF)  

圖解金融/溫美珍著 .-- 增訂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65-7 (PDF)  

圖解家族治療/邱珍琬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927-6 (PDF)  

圖解捍衛戰士: 美國頂尖飛行員的誕

生地/布列.愛爾華(Brad Elward)著; 艾

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燎原出版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97-4-3 (EPUB)  

圖解捍衛戰士: 美國頂尖飛行員的誕

生地/布列.愛爾華(Brad Elward)著; 艾

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燎原出版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97-5-0 (PDF)  

圖解教育學/張淑娟著 .-- 修訂二版 .-

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80-181-7 

(EPUB)  

圖解超易懂微積分: 掌握乘除概念,

從入門到實用一應俱全/佐佐木淳著; 

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731-0 (EPUB)  

圖解經濟學/溫美珍著 .-- 增訂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66-4 (PDF)  

圖解總體經濟學: 經濟學特考補教名

師再出擊!教你簡單讀懂深奧的經濟

學問題/茂木喜久雄著; 黃意淩譯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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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09-02-4 

(EPUB)  

圖解藥理學/顧祐瑞著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99-6 (PDF)  

塵夢: 話說無明/日輪金剛上師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92-5 

(PDF)  

閨蜜的七個謊言/伊莉莎白.凱伊作; 

周倩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
版國際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41-359-8 (EPUB)  

與蜜蜂共舞: 安奎的蜜蜂手札/安奎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368-8-0 (EPUB)  

實踐服設畢業專輯. 2021= 2021 Shih 

Chien fashion design graduate 

collection/孔定康平面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, 

11006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29-412-9 (平裝)  

實戰 VMware vSphere 7 部署與管理/

顧武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47-864-5 (PDF)  

精選大眾家常菜/陳志田編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04-2 

(EPUB)  

領導不需要頭銜: 不帶團隊,你也不

用一個人做/少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2-58-9 (EPUB)  

領導不需要頭銜: 不帶團隊,你也不

用一個人做/少毅著 .-- 出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2-61-9 (PDF)  

精選美味家常菜/陳志田編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13-4 

(EPUB)  

精選家常川菜/舒暢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35-6 (EPUB)  

精選家常肉食/舒暢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12-7 (EPUB)  

精選家常湯/舒暢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11-0 (EPUB)  

精選家常菜湯粥/陳志田編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08-0 

(EPUB)  

誓鴻印集/洪誓鴻作 .-- 基隆市 : 洪誓

鴻, 11006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8976-6 (平裝)  

臺灣 ICT 人才發展報告. 2021/葉宗

翰, 陳麗萍, 黃麗芳, 吳怡慧, 林書萍, 

盧士彧, 游佳臻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資策會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81-825-8 (PDF) NT$8000  

臺 灣 服 務 業 大 評 鑑 . 2021= 2021 

Service survey in Taiwan/工商時報編

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工 商 財 經 數 位 , 

11007 .-- 1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844-22-5 (平裝) NT$149  

臺灣音樂史/呂鈺秀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64-4 (PDF)  

臺灣音樂年鑑 . 2020= 2020 Taiwan 

music yearbook/張儷瓊主編 .-- 初版 .-

- 宜蘭縣 : 傳藝中心, 11007 .-- 2024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46-2 

(光碟片)  

臺灣學術圖書館 Open Access 現狀與

意象初探/林孟玲, 李家寧, 顏惠專, 

潘姝琪, 陳紹麗, 曹婷婷, 江奐儀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

中心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19-307-1 (PDF)  

臺灣擴充: 吳啓禎談經濟轉型/吳啓

禎, 劉千萍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
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0-6-3 (EPUB)  

蔣中正的婚姻記愛/陳立文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40-62-3 

(EPUB)  

養出快樂的孩子比什麼都重要: 吳鳳

與孩子的分享教育/吳鳳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79-677-2 (EPUB)  

論自由/約翰.密爾(John Mill)原著; 陳

書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37-8-7 (PDF)  

歐式選擇權定價: 使用 Python 語言/

林進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2-874-3 (PDF)  

寫作吧！系列套書: 你值得被看見/

破解創作天才的心智圖/一篇文章的

生成/蔡淇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13-9140-3 (全套:平裝) NT$980  

數位貨幣: 從傳統到創新,從國際到

臺灣/沈中華, 王儷容, 沈大白, 劉湘

國, 柯瓊鳳, 蕭惠元, 李儀坤, 蘇哲緯, 

敬永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2-937-5 (PDF)  

箴言智慧書: 一天 5 分鐘,90 天掌握

箴言的人生大智慧/盧俊義著 .-- 新

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0-9-4 (EPUB)  

劉伯溫讖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和裕, 

11007 .-- 32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56-6-1 (平裝) NT$20  

糊里糊塗/糊塗居士 Dotard Gṛhapati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宏視國際, 

11006 .-- 68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98-0-9 (平裝) NT$198  

賞花賞詩: 止微室談詩/秀實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經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99386-6-2 

(EPUB)  

趣味營養學: 對身體健康及減肥都有

幫助!澈底解說最強飲食法、食材料

理法!/牧野直子作; 張資敏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2-97-5 (EPUB)  

瘟疫/卡繆(Albert Camus)著; 嚴慧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19-2 (EPUB)  

摩洛哥自由旅行= An easy trip on 

Morocco/楊春龍文字.攝影 .-- 第一

版  .-- 新北市  : 采晴出版工作室 , 

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702-6-2 (平裝) NT$398  

諸神的足跡: 失落文明的關鍵/葛瑞

姆.漢卡克(Graham Hancock)著; 潘恩

典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商周 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2-13-0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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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破封印的心靈魔物: 奧姆真理教事

件未解之謎/NHK 特別節目採訪組作; 

劉冠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凌宇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658-9-7 (EPUB)  

遷徙: 從史前時代至今的人類移動/

羅賓.寇恩(Robin Cohen)作; 朱怡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59-6 

(EPUB)  

請問阿洸師傅!: 在家烘焙,人氣麵包

師的風味筆記/陳撫洸著 .-- 臺北市 : 

麥浩斯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17-4 (PDF)  

暫停時間術/尾石晴作; 林巍翰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55-8 

(EPUB)  

暫停時間術/尾石晴作; 林巍翰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56-5 

(PDF)  

樂得糊塗/糊塗居士 Dotard Gṛhapati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宏視國際, 

11006 .-- 128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98-1-6 (平裝) NT$483  

慕斯蛋糕基礎課/王森主編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16-736-3 

(EPUB)  

慕斯蛋糕基 礎課 (升級版 )/王森主

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48-6 (EPUB)  

樊登講論語/樊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0-037-4 (EPUB)  

樊登講論語/樊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田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0-043-5 (全套:平裝) NT$998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日

不落帝國的查理五世.三十年宗教混

戰. 1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

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9-92-2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日

不落帝國的查理五世.三十年宗教混

戰. 2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

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9-93-9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日

耳曼文化圈.從東法蘭克到德意志. 1/

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94-6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日

耳曼文化圈.從東法蘭克到德意志. 2/

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9-95-3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冷

戰的東西德與柏林圍牆倒塌之後. 1/

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3-02-0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冷

戰的東西德與柏林圍牆倒塌之後. 2/

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3-03-7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既

不神聖、也不羅馬、更非帝國的<<

神聖羅馬帝國>>. 1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98-4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既

不神聖、也不羅馬、更非帝國的<<

神聖羅馬帝國>>. 2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99-1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哈

布斯堡家族的崛起 vs 千塔之城布拉

格. 1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

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9-96-0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哈

布斯堡家族的崛起 vs 千塔之城布拉

格. 2/阿曼達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

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9-97-7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帝

國的起落: 鐵血宰相俾斯麥.威瑪共

和.納粹希特勒. 1/阿曼達作 .-- 臺北
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3-04-4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帝

國的起落: 鐵血宰相俾斯麥.威瑪共

和.納粹希特勒. 2/阿曼達作 .-- 臺北
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3-05-1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奧

地利.從歐洲丈母娘瑪麗亞泰瑞莎女

王到永遠的茜茜公主. 1/阿曼達作 .-- 

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23-06-8 

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奧

地利.從歐洲丈母娘瑪麗亞泰瑞莎女

王到永遠的茜茜公主. 2/阿曼達作 .-- 

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23-07-5 

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邁

向統一的德意志: 從條頓騎士團到普

魯士到今日德國. 1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3-00-6 (EPUB)  

德意志.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!邁

向統一的德意志: 從條頓騎士團到普

魯士到今日德國. 2/阿曼達作 .-- 臺
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3-01-3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2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71-8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2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87-9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3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69-5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3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79-4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4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60-2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4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80-0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5-1976)/陳新林, 

呂芳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8-64-0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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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5-1976)/陳新林, 

呂芳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8-74-9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7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68-8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7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86-2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8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73-2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8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82-4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9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66-4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79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85-5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0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72-5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0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81-7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1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67-1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1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77-0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2-1983)/陳新林, 

呂芳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8-65-7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2-1983)/陳新林, 

呂芳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8-76-3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4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62-6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4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84-8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5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70-1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5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83-1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6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61-9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6)/陳新林, 呂芳

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
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8-78-7 (PDF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7-1988)/陳新林, 

呂芳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8-63-3 (EPUB)  

蔣經國大事日記(1987-1988)/陳新林, 

呂芳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8-75-6 (PDF)  

墨意綺趣: 辛玉芬 邢莉麗 俞華書畫

聯展作品集= Fantasy of colors and 

inks/邢莉麗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邢莉麗, 11006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52-6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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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6 .-- 672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05-3341-5 

(EPUB) NT$750  

震撼世界的海報: 全球最具權威性、

煽動性、開創性的海報聖經,見證歷

史、改變世界,描繪未來/科林.薩爾

特爾(Colin Salter)著; 朱家鴻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80-29-5 

(EPUB)  

影響力投資/吳道揆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2-01-7 (EPUB)  

影響力策略: 16 個永續共榮的企業

故事/林惠君, 黃筱珮, 邵冰如, 陳培

思, 朱乙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天下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215-1 (EPUB)  

影響力策略: 16 個永續共榮的企業

故事/林惠君, 黃筱珮, 邵冰如, 陳培

思, 朱乙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天下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217-5 (PDF)  

親子 QA: 教養解憂柑仔店. 下/人本

教育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

本教育基金會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26-0-1 (EPUB)  

親子 QA: 教養解憂柑仔店. 上/人本

教育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

本教育基金會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26-1-8 (EPUB)  

親子正念瑜伽: 正念媽媽的靜心練習

與親子瑜伽書/蔡祐慈著 .-- 臺中市 : 

晨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9-20-8 (EPUB)  

錯 不 在 我 / 卡 蘿 . 塔 芙 瑞 斯 (Carol 

Tavris), 艾略特.亞隆森(Elliot Aronson)

作; 温澤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1-32-2 (EPUB)  

錯 不 在 我 / 卡 蘿 . 塔 芙 瑞 斯 (Carol 

Tavris), 艾略特.亞隆森(Elliot Aronson)

作; 温澤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1-33-9 (PDF)  

諶多芬同名寫真 photobook/諶多芬

作 .-- 臺北市 : 水靈文創, 11006 .-- 

12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46-3-2 (平裝) NT$530  

*磨坊之役/埃米爾.左拉原作; 翁曼寧

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尚儀數位學習 , 

11006 .-- 約 15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2-2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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燈尾集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02-7 (EPUB)  

獨角獸能量療癒/黛安娜.庫珀(Diana 

Cooper)著; 非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橡實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01-72-6 (EPUB)  

獨角獸能量療癒/黛安娜.庫珀(Diana 

Cooper)著; 非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橡實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01-73-3 (EPUB)  

獨角獸創業勝經: 大數據分析 200+

家新創帝國,從創造、轉折、募資到

衝破市場,揭開成功的真正關鍵/阿里.

塔馬瑟(Ali Tamaseb)著; 吳慕書, 游懿

萱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商周 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2-18-5 (PDF)  

憶昔開元全盛日: 唐代文物特展= In 

search of lost time: the art and memory 

of Tang/ .-- 臺北市 : 允臧齋藝術, 

11007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42-0-9 (精裝) NT$2000  

澳洲花鳥手帖/立夏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健行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11-5-7 (EPUB)  

靜思法髓妙蓮華: 法華七喻: 髻珠喻 

醫子喻/釋證嚴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靜思人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41-0-1 (EPUB)  

貓島 x 狐狸村 x 日本打工度假寫真

書/黃楷傑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黃

楷傑, 11008 .-- 80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017-5 ( 精 裝 ) 

NT$520  

戰狼來了: 關西機場事件的假新聞、

資訊戰/洪浩唐, 沈伯洋, 江旻諺, 吳

介民, 林麗雲, 胡元輝, 梁永煌, 蔡玉

真, 蕭新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

福綠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48-0-4 (PDF)  

餐飲人力資源管理. 民宿篇/陳永賓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06-1 

(PDF)  

*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. 2021/林信宏, 

林冠宏, 潘明玉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文化大學園生系, 11006 .-- 25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7-0-5 

(平裝) NT$150  

諜 報 戰 : 軍 統 局 特 務 工 作 總 報 告

1937/蘇聖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8-41-1 (PDF)  

諜 報 戰 : 軍 統 局 特 務 工 作 總 報 告

1937/蘇聖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8-58-9 (EPUB)  

諜 報 戰 : 軍 統 局 特 務 工 作 總 報 告

1939/蘇聖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8-42-8 (PDF)  

諜 報 戰 : 軍 統 局 特 務 工 作 總 報 告

1939/蘇聖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8-59-6 (EPUB)  

機會.命運.由此去: 懷舊台灣老桌遊/

陳介宇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11-9 

(EPUB)  

機會.命運.由此去: 懷舊台灣老桌遊/

陳介宇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25-6 

(PDF)  

學會放下就是快樂 /千江月編著 .-- 

第 1 版  .-- 新北市  : 普天出 版 , 

11007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779-8 (平裝) NT$380  

貓 與 城 市 / 尼 克 . 布 萊 德 利 (Nick 

Bradley)著; 歸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89-2 (EPUB)  

貓 與 城 市 / 尼 克 . 布 萊 德 利 (Nick 

Bradley)著; 歸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91-5 (PDF)  

激瘦食物燃脂飲食法: 揭開「激瘦食

物」的祕密,2 大階段 x14 天飲食計

畫,啟動瘦子基因,高效減掉體脂肪/

艾登.高金斯(Aidan Goggins), 格林.馬

登(Glen Matten)著; 王念慈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07-473-9 

(EPUB)  

激瘦食物燃脂飲食法: 揭開「激瘦食

物」的祕密,2 大階段 x14 天飲食計

畫,啟動瘦子基因,高效減掉體脂肪/

艾登.高金斯(Aidan Goggins), 格林.馬

登(Glen Matten)著; 王念慈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74-6 (PDF)  

錢穆與 20 世紀中國史學: 從先秦子

學到清代考據,一場席捲千年的學術

史革命/陳勇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763-9 (EPUB)  

機 器 學 習 (Lasso 推 論 模 型 ): 使 用

Stata、Python 分析/張紹勳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77-4 (PDF)  

親屬: 案例式/郭欽銘著 .-- 十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81-1 (PDF)  

導讀莫言/楊小濱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01-0 (EPUB)  

爵 士 鋼 琴 入 門 必 修 . 2021/ 烏 野 薰

(UNO)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雲林縣 : 酷

派音樂, 11007 .-- 64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698-1-9 (第 2 冊:平裝

附數位影音光碟片)  

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巴黎協

定/范建得, 方肇頤, 廖沿臻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11-224-8 

(EPUB)  

隱形世界/蘇西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銘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6-4-5 (EPUB)  

臨床視光眼科學/鄭宏銘, 曾榮凱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35-1 (PDF)  

謝侑芯個人寫真. 2021: 二次元.女友/

陳文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紅嬰媒

體資訊, 11006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7935-5-1 (精裝)  

聰明寶寶愛吃的點心/王安琪編著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37-0 (EPUB)  

闇黑研究方法/方偉達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61-3 (PDF)  

礁溪老街= Jiaoxi Old Street/黃萱儀

著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 : 番割田創意工

作室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913-8-4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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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語自學力: 給你觀念、方法、資源、

文法筆記,自學韓文就這麼容易!/阿

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23-3 (PDF)  

韓語自學力: 給你觀念、方法、資源、

文法筆記,自學韓文就這麼容易!/阿

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27-1 (EPUB)  

鍾肇政的臺灣關懷/周錦宏, 鍾延威, 

王保鍵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32-9214-2 (EPUB)  

營養湯煲 2888 例/石玉發編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41-7 

(EPUB)  

戲劇譚叢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04-1 (EPUB)  

賺 錢 的 科 學 練 習 / 華 萊 士 . 華 特 斯

(Warace D. Wattles)作; 林許迦恆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約

146 分面 ;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5496-27-2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182  

薑療養生秘方: 這樣吃薑,調理體質、

增強抵抗力/李軍翰原作.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7 .-- 約

155 分面 ;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7005-28-6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220  

隱藏的人群: 近代中國的族群與邊疆

/王明珂, 黃克武, 趙樹岡, 楊思機, 吳

啟訥, 蔡偉傑, 楊奎松, 祁進玉, 劉目

斌, 簡金生, 陳乃華, 賈建飛, 馬健雄, 

華濤, 崔忠洲合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42-7 (EPUB)  

艱難的抉擇: 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

的追求 /卜睿哲(Richard C. Bush)著; 

周佳欣, 劉維人, 廖珮杏, 盧靜譯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216-8 (EPUB)  

艱難的抉擇: 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

的追求 /卜睿哲(Richard C. Bush)著; 

周佳欣, 劉維人, 廖珮杏, 盧靜譯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218-2 (PDF)  

豐田精實管理現場執行筆記: 問對問

題,產出高效率/江守智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16-6 (EPUB)  

簡易家常菜分步圖解/覃彥莉編著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44-8 (EPUB)  

舊娛樂轟炸: 老港片、ACG、好萊塢,

留給動盪 世代的超時空人生讀本

/Cheng Lap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流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10-4 (EPUB)  

豐盛心態: 實現自我價值,發揮最大

潛能,創造人生複利效應/羅伯.摩爾

(Rob Moore)著; 陳圓君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2-11-6 (EPUB)  

擺脫菜英文!7 天速學國中英語/岡田

順子著; 陳琇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2-68-8 (PDF)  

擺脫菜英文!7 天速學國中英語/岡田

順子著; 陳琇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2-69-5 (EPUB)  

簡單吃飯: 用心烹煮,飽食暖心,享受

一碗飯的幸福!/林美慧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朱雀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59-3-2 (EPUB)  

簡單做!實用家居小布藝/吳菲著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38-7 (EPUB)  

職場霸凌: 法律調停專家教你維護職

場權益,化解工作場合的欺壓侵犯/彭

孟嫻(Jessica Peng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79-3 (EPUB)  

職場霸凌: 法律調停專家教你維護職

場權益,化解工作場合的欺壓侵犯/彭

孟嫻(Jessica Peng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185-4 (PDF)  

雙語教育: 破除考科思維的 20 堂雙

語課/林子斌作; 張錦弘採訪撰述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親 子 天 下 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050-1 (EPUB)  

翻糖蛋糕&餅乾/王森編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16-710-3 

(EPUB)  

醫藥健保法規/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

輯 .-- 26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922-1 

(PDF)  

雙贏: 東西這樣賣,團隊這樣帶,超業

雙雄黃正昌與賴政昌傾囊相授,修練

一流銷售技巧,打造頂尖業務團隊,就

是這本書!/黃正昌, 賴政昌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96-11-7 

(EPUB)  

關於咖啡的一切.800 年風尚與藝文/

威廉.H.烏克斯(William H. Ukers)著; 

華子恩譯  .-- 臺北市  : 柿子文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6-28-9 (EPUB)  

關於咖啡的一切.800 年祕史與技法: 

窺探咖啡的起源、流佈、製備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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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96-24-1 

(EPUB)  

騙很大!暗黑教主趣味心理遊戲/曾千

庭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54-6 (EPUB)  

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臨摹本

/(唐)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.-- 新北市 : 

玄奘印刷文化, 11006 .-- 32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5-8-7 (平裝) 

NT$90  

藝術,原來要這樣看!: 10 個口訣,秒懂

藝術大師內心戲 /奧森 .沃德 (Ossian 

Ward)作; 田立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057-94-3 (EPUB)  

藝術 7 鑰: 從現代到當代,解密 20 位

大師的經典之作!/西門.莫雷(Simon 

Morley)作; 胡孝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057-95-0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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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顧問寫給職場工作者的「邏輯

式藝術鑑賞法」: 運用五種思考架構,

看懂藝術,以理性鍛鍊感性/堀越啓著; 

林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9-489-5 (EPUB)  

繪畫的基本/莉絲.娥佐格(Lise Herzon)

著; 杜蘊慧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一

起來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6460-4-7 (全套:平裝) NT$1350  

譚敦慈的安心生活全圖典 /譚敦慈

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658-611-8 

(EPUB)  

*羅賓漢故事. 上/M.E.蘭辛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10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13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*羅賓漢故事. 下/M.E.蘭辛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6 .-- 約 11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14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爆賣產品這樣來!: 前 Google 創新主

管用小投資測試大創意的實用工具

書/阿爾伯特.薩沃亞(Alberto Savoia)

著; 陳依萍, 吳慧珍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2-12-3 (EPUB)  

鵲橋的想像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05-8 (EPUB)  

蘇小青不回家/吳鏡著 .-- 臺北市 : 鏡

文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97-73-6 (PDF)  

蘇西的世界 : 真實的謊言 /蘇西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銘創有限公司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06-0-7 (EPUB)  

蘇東坡全集/蘇東坡原著; 于景祥, 徐

桂秋, 郭醒解評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華志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55-3-5 (PDF)  

蘆薈這樣用: 養顏美容保健康/李鴻

奇原作; 林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

儀數位學習, 11007 .-- 約 216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19-4 (線

上有聲書(MP3)) NT$240  

寶寶不生病的祕密 /沈關楨編著 .-- 

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742-4 (EPUB)  

躍入永恆: 帕帕吉訪談錄/彭嘉(H. W. 

L. Poonja)作; 李智紅, 孫躍如, 智原, 

顧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紅桌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159-8-7 (EPUB)  

*櫻花漫舞: 品味日式「花見」文化: 

爛漫在人間/林約拿作.主講 .-- 新北

市 : 一刻鯨選, 11006 .-- 約 68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0-46-4 (線

上有聲書(M4A))  

顧客只關心這七個問題!行銷必備的

7Q 品牌策略: 資源、創意、執行力!

從品牌創立到精準銷售,請用顧客的

角度來思考/劉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6-709-7 (EPUB)  

顧亭林及其史學/傅榮珂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2-865-1 (PDF)  

魔鬼與天使: 郭鬼鬼 Angela 寫真書/

郭鬼鬼作; 藍陳福堂攝影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94-5 (EPUB)  

護眼三劍客: 葉黃素,胡蘿蔔素,山桑

子/蕭千佑原作; 李軍翰朗讀 .-- 臺北

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7 .-- 約約

210 分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5-25-5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160  

聽不見的力量/陳昆聯原作; 許芳寧

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尚儀數位學習 , 

11007 .-- 約 472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23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340  

讀心溝通術: 如何從「口頭禪」判斷

對方個性?掌握七大技巧,立刻看穿

各種人!/中村泰彥, 中尾信也作; 張

婷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0-24-0 (EPUB)  

讀心溝通術: 如何從「口頭禪」判斷

對方個性?掌握七大技巧,立刻看穿

各種人!= 一瞬で人間関係を作る技

術エマジェネティックス/中村泰彥, 

中尾信也作; 張婷婷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方言文化, 11008 .-- 24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26-4 (平

裝) NT$300  

讀心溝通術: 如何從「口頭禪」判斷

對方個性?掌握七技巧,立刻看穿各

種人!/中村泰彥, 中尾信也作; 張婷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致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93-0-4 (EPUB)  

*聽見這世代的呼喚:讚美之泉敬拜

讚美專輯. 26= Hear our cry: stream of 

praise music ministries. 26/游智婷總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, 

11006 .-- 1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123-9-8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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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40-63-0 (EPUB)  

驚人的 10 秒瘦臉逆齡奇蹟: 減輕法

令紋和雙下巴,緊實輪廓線!不打針、

不動刀,徒手打造「抗老臉」的微整

形效果/村木宏衣著; 賴惠鈴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621-3-9 

(EPUB)  

驚人的 10 秒瘦臉逆齡奇蹟: 減輕法

令紋和雙下巴,緊實輪廓線!不打針、

不動刀,徒手打造「抗老臉」的微整

形效果/村木宏衣著; 賴惠鈴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1-4-6 (PDF)  

戀酒絮語/陳匡民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

積木文化, 11007 .-- 約 345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31-6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體 質 大 崩 壞 / 偉 斯 頓 .A. 普 萊 斯

(Weston A. Price)著; 張家瑞譯 .-- 臺

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96-26-5 (EPUB)  

讓世界定格的旅行攝影攻略/周治平

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

11007 .-- 約 82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89-599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150  

讓腦袋教你瘦: 不能不知的增肌減脂

常識+25 招燃脂運動/何有羿著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06-6 (EPUB)  

靈魂之書/馬克.尼波(Mark Nepo)著; 

蔡世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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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9-490-1 (EPUB)  

觀看的方式/約翰.伯格(John Berger)

著; 吳莉君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0-050-3 (EPUB)  

論語新解/錢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190-2 (EPUB)  

德勒茲/羅貴祥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207-7 (EPUB)  

馬克思/洪鎌德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209-1 (EPUB)  

海德格與胡塞爾現象學/張燦輝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189-6 (EPUB)  

專注力,就是你的超能力: 掌控自我、

提升成績的 18 個學習武器/DaiGo 作; 

高宜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5-624-0 (EPUB)  

小心!他正在用心理學騙你: 49 個瞬

間改變命運的心理學詭計/莫小軒作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34-8 

(EPUB)  

注意!他又在用心理學玩弄你: 47 個

讓你忍不住按讚的心理學詭計/莫小

軒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46-1 (EPUB)  

The Magic 魔法 /朗達 .拜恩(Rhonda 

Byrne)著; 王莉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方智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75-623-3 (EPUB)  

想太多也沒關係: 如何紓解紛亂的思

緒?不再對人生感到厭倦!/克莉司德.

布提可南(Christel Petitcollin)著; 楊蟄

譯  .-- 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大樹林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37-0-8 (EPUB)  

撕下標籤成就最好的自己: 當你不再

侷限於自己或社會的設定,就能收穫

所有的可能 /丹尼爾 .古德曼(Daniel 

Goodman)著; 許可欣, 黃馨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99-7 (EPUB)  

深層心理測驗揭密: 真面目大爆料/

曾千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32-4 (EPUB)  

真心話大冒險: 趣味心理測驗/曾千

庭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29-4 (EPUB)  

殺很大!性格黑暗面心理測驗/曾千庭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31-7 

(EPUB)  

無量之網: 連結宇宙萬物的母體/桂

格.布萊登(Gregg Braden)著; 達娃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 11007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74-0 

(EPUB)  

生人勿近的魔界禁地 /Budd Hopkins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36-2 

(EPUB)  

陰 氣 逼 人 的 超 自 然 體 驗 /Budd 

Hopkins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50-8 (EPUB)  

佛藏經講義. 第十二輯/平實導師述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, 11007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58-8-1 (PDF)  

慈師父講古: 勤耕福田/釋德慈著 .-- 

臺北市 : 慈濟人文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3-5-6 (EPUB)  

聖經信息系列: 路得記/亞金森(David 

Atkinson)著; 楊曼如譯 .-- 新北市 : 校

園書房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98-859-7 (EPUB)  

聖經信息系列: 約拿書: 罪與恩典/羅

絲瑪莉.尼克遜(Rosemary A. Nixon)著; 

林永發, 魏韻純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

書房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98-858-0 (EPUB)  

聖經信息系列 : 使徒行傳 /斯托得

(John R. W. Stott)作; 黃元林譯 .-- 新

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198-868-9 (EPUB)  

聖經信息系列: 羅馬書/斯托得(John 

R. W. Stott)作; 李永明譯 .-- 新北市 : 

校園書房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98-869-6 (EPUB)  

不寒而慄的恐怖詛咒/希拉紫(Shiela 

Z.)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35-5 (EPUB)  

因緣際會的時空迴廊 /Budd Hopkins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37-9 

(EPUB)  

時空錯亂的詭異境地 /Budd Hopkins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6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7-48-5 

(EPUB)  

偶然的意外與驚人的巧合: 不可不信,

邪!/Budd Hopkins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達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7-30-0 (EPUB)  

震撼人心的驚世奇聞/希拉紫(Shiela 

Z)作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53-9 (EPUB)  

用 iPad&Clip Studio Paint 開創漫畫之

路: 告別電腦與繪圖板,電繪輕鬆隨

手畫!/青木俊直著; 黃嫣容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718-1 

(EPUB)  

有趣到睡不著的天文學: 黑洞的真面

目是什麼?/縣秀彥著; 鄭曉蘭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6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9-6-2 (PDF)  

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?: 認知神經

科學之父葛詹尼加對意志的大哉問/

葛詹尼加(Michael S. Gazzaniga)著; 鍾

沛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62-498-2 (EPUB)  

無國界醫生的世界 /柏托洛帝 (Dan 

Bortolotti)著; 林欣頤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貓頭鷹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62-499-9 (EPUB)  

YNSA 山元式新頭針療法: 真人圖解

刺激點施針教科書/山元敏勝著; 高

資承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31-4 (EPUB)  

九九養腎功: 動靜之間「氣」的不老

學/涂金湶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

星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9-06-2 (EPUB)  

中藥材與漢方藥圖鑑事典: 依據不同

體質,用天然中藥材提高免疫力/田中

耕一郎編著; 婁愛蓮譯 .-- 初版 .--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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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36-81-7 (EPUB)  

中藥材與漢方藥圖鑑事典: 依據不同

體質,用天然中藥材提高免疫力/田中

耕一郎編著; 婁愛蓮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36-82-4 (PDF)  

精油之書: 帶著前世記憶的精油魔法

師,幫你趕走病痛、事業順利、召來

好桃花!/瑪林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4-34-6 (PDF)  

李志豪人氣經典: 日式菓子麵包/李

志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81-2-4 (PDF)  

低筋麵粉萬用料理: 稀麵糊、稠麵糊、

Q 麵團,徹底利用 3 種麵體變出每天

都想吃的 60 道料理!/舘野鏡子著; 琴

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34-7 (PDF)  

大木構架: 北美大木柱樑式工法設計

與施作,從 0 到完成徹底解構木質建

築最高技藝/威爾.畢莫(Will Beemer)

著; 張正瑜譯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0-176-3 (PDF)  

讀書別靠意志力: 風靡德國的邏輯 K

書法 /克里斯迪安 .格綠寧 (Christian 

Gruning)著; 莊仲黎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究竟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37-335-5 (EPUB)  

幼兒園衛生教戰手冊/吳仲琳, 呂俊

毅, 張圖軒, 張鑾英, 黃文嬋, 楊子毅, 

蔡紫薰, 洪思琦, 翁慧玲, 游雅婷, 黎

佩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

唯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58-7-2 (PDF)  

尋找大範男孩/鄭鴻生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87-459-1 

(EPUB)  

金錢的真理: 35 歲後不再為錢工作,

邁向財務自由,「秒賺一億的男人」

34 個致富心法 /與澤翼著 ; 黃薇嬪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拾青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23-0-5 (EPUB)  

金錢的真理: 35 歲後不再為錢工作,

邁向財務自由,「秒賺一億的男人」

34 個致富心法 /與澤翼著 ; 黃薇嬪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拾青文化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23-1-2 (PDF)  

公主之死: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

/李貞德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202-2 (EPUB)  

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/余英時著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7-208-4 

(EPUB)  

秦漢史: 帝國的成立/王子今著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05-3 (EPUB)  

魏晉南北朝史: 一個分裂與融合的時

代/張鶴泉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210-7 (EPUB)  

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/鄭鴻生著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7-457-7 (EPUB)  

諸 神 封 印 的 古 代 超 文 明 /Budd 

Hopkins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7-52-2 (EPUB)  

中英筆譯: 翻譯技巧與文體應用/廖

柏森, 林俊宏, 陳湘陽, 張忠安, 張綺

容, 游懿萱, 傅思可, 李眉君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 11007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84-8 

(PDF)  

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/余英時著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7-211-4 

(EPUB)  

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 /顏擇雅著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7-458-4 (EPUB)  

新新三國演義/張啟疆著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212-1 (EPUB)  

紅樓夢新解/潘重規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87-2 (EPUB)  

文青之死/賴香吟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56-0 (EPUB)  

并州迷霧/唐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741-365-9 (EPUB)  

沙海疑雲/唐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741-366-6 (EPUB)  

風雪邊關/唐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741-368-0 (EPUB)  

洛陽險局/唐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741-367-3 (EPUB)  

庭州諜影/唐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741-369-7 (EPUB)  

交換日記/張純禕詩; Charlotte S.繪 .-- 

初版 .-- 桃園市 : 栗子文創工作室, 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589-4-3 (PDF)  

泰 戈 爾 小 說 戲 劇 集 / 泰 戈 爾

(Rabindranath Tagore)著; 糜文開, 裴

普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
圖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188-9 (EPUB)  

該 隱 與 亞 伯 / 傑 佛 瑞 . 亞 契 (Jeffery 

Archer)著; 宋瑛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6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364-2 (EPUB)  

蒼蠅王 (十週年紀念版)/威廉 .高汀

(William Golding)著; 龔志成譯 .-- 再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06-181-4 

(EPUB)  

孤獨/克里斯多福.夏布特(Christophe 

Chabouté)作; 劉厚妤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59-981-4 (PDF)  

白蜂巢/肯尼斯.歐珀(Kenneth Oppel)

著; 雍.卡拉森(Jon Klassen)繪; 章晉唯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726-9-7 (EPUB) 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