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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書分類目錄
總類
特藏
孫中山民生經濟理念與當前我國全
民國防政策研究 / 林志龍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,
11008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(孫學傑出
研究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532-378-3
(平裝) NT$300
1.孫中山思想 2.民生主義 3.國防政
策 005.18
臺灣查禁文藝書刊史 / 古遠清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92 面; 23 公分 .-(文學研究叢書. 古遠清臺灣文學五
書 ; 810YA2) .-- ISBN 978-986-478528-5 (平裝) NT$420
1.禁書 2.出版品檢查 009

目錄學；文獻學
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/ 奧野宣之著 ;
張秋明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Creative ; 168) .-- ISBN 978-986179-687-1 (平裝) NT$380
1.筆記法 019.2

圖書資訊學；檔案學
典藏世界圖書館 : 從古文明至 21 世
紀的絕美知識殿堂巡禮 / 詹姆斯.坎
貝爾(James W.P. Campbell), 威爾.普萊
斯(Will Pryce)作 ; 黃煦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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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328 面; 30 公分 .-- (Sasugas ; 32) .-ISBN 978-986-289-619-8 ( 精 裝 )
NT$1200
1.圖書館建築 2.歷史 021.09
打開幸福大書房 : 臺中市立圖書館
創生冊 = Library of grand happiness /
小熊老師, 謝文賢, 然靈文字 .-- 臺中
市 : 臺中市立圖書館, 11009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17-2 (平
裝)

1.臺中市立圖書館

026.4

國學
深耕茁壯 : 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
望 : 慶祝漢學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
年 = A flourishing four decades of
Chinese Studies in Taiwan: a review and
outlook / 耿立群主編 .-- 臺北市 : 漢學
研究中心, 11009 .-- 660 面; 25 公分 .- (漢學研究中心叢刊. 論著類 ; 第 17
種) .-- ISBN 978-957-678-700-3 (精裝)
NT$500
1.漢學 2.文集 3.臺灣 030.7
國學概論 / 章太炎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0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(名家掌中
書 ; 8) .-- ISBN 978-626-317-142-8 (平
裝) NT$290
1.漢學 2.文集 030.7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
世界通用的素養學識 / 福田和也監
修 ; Kuri, 李雅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
面; 21 公分 .-- (勁草生活 ; 483) .-ISBN 978-626-7009-76-5 ( 平 裝 )
NT$350
1.常識手冊 046
動物小百科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.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4 面; 17X1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14-2 (精裝)
NT$20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
連續性出版品；期刊
樹人學報. 第十八期 = Journal of ShuZen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and
Management vol.18, August 2021 / 林品
瑄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樹人醫護管理
專科學校, 11008 .-- 289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0278-8-5 (平裝)
1.期刊 051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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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百的力量 : 打造社區 連結世界 : 國
際扶輪 3520 地區圓百團隊十年回顧
/ 蘇一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巔
峰潛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83-2-7 (精裝)
NT$500
1.國際扶輪社 2.臺灣 061.51
故宮應該這麼逛 : 一探北京故宮過
往繁榮,用不同角度全面玩味故宮歷
史 / 吳駿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y ;
71) .-- ISBN 978-957-13-9425-1 (平裝)
NT$420
1.國立故宮博物院(中國) 2.歷史
069.82

普通論叢
人文璀璨 :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. 第十
輯 = Chang Gung University culture
cathedra. volume 10 / 長庚大學通識教
育中心主編 .-- 桃園市 : 長庚大學通
識教育中心, 11009 .-- 30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365-3-1 (平裝)
1.言論集 078
公民對話錄 :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
公民素養週論壇彙編. 第 34 集 / 宜蘭
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.-- 宜蘭市 : 財團
法人宜蘭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,
11008 .-- 19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67-4-2 (平裝) NT$300
1.言論集 078
生存革命 / 楊志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與
土地 ; 35) .-- ISBN 978-957-13-9405-3
(平裝) NT$400
1.言論集 078
史學家的望遠鏡 / 王大智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206 面; 23 公分 .-- (王
大智作品集 ; 9900A07)(青演堂叢稿.
七輯. 隨筆) .-- ISBN 978-986-478-5261 (平裝)
1.言論集 078
台灣被抄 悶聲當臣妾 / 盧建榮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高地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(社會/文化史集刊 ; 28) .-- ISBN
978-957-8724-52-5 (平裝) NT$220

1.言論集

078

呆人痴語 / 劉克慶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8-47-7 (平裝) NT$300
1.言論集 2.時事評論 078
紅塵實錄 / 吳豐山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4-278-9 (精裝) NT$380
1.言論集 078

哲學類
總論
哲學家,很愛問 : 寫給所有人的哲學
思考入門!32 個疑難提問 X138 位偉
大思想家的慢思妙答,增強自信、鍛
鍊邏輯思辨力 / 莎朗.凱(Sharon Kaye)
作 ; 吳郁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
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13-5 (平
裝)
1.哲學 2.通俗作品 100

學術思想概論
龔鵬程國際學刊. 第一輯 / 龔鵬程國
際學刊編委會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9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671 (平裝) NT$600
1.龔鵬程 2.學術思想 3.文集
112.807

中國哲學
明公啟示錄 : 范明公易經開講. 2, 從
孔子<<周易.繫辭傳>>學習超前智慧
布署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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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41-4 (平裝)
NT$300
1.易經 2.注釋 121.11
<<周易>>的生命關懷. 兌宮篇 / 鄭志
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津出版社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1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39-118-0 ( 平 裝 )
NT$440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121.17
召喚潛意識 : <<易>>學在思潮轉變
之初的功能 / 林世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,
11008 .-- 2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40-3-3 (平裝) NT$380
1.易學 2.研究考訂 121.17
君子觀象以進德修業 : 易經之<<易
大象>>導讀 / 彭鵬主編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9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10-0 ( 平 裝 )
NT$499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121.17
黃敬<<易經初學義類>>校釋,附:<<
觀潮齋詩集>> / 黃景寅原著 ; 賴貴三
校釋 ; 簡逸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620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學研究叢書. 經
學史研究叢刊 ; 501A03) .-- ISBN 978986-478-494-3 (平裝) NT$880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121.17
通過孟荀而思 : 荀學視域下儒家心
理結構與人格特質的批判與重建 /
曾暐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500 面;
23 公分 .-- (漢學研究叢書. 文史新視
界叢刊 ; 402013) .-- ISBN 978-986-478534-6 (平裝) NT$500
1.儒學 2.人格心理學 3.人格特質
121.2
有故事的論語. 修養.天地篇 : 愈讀愈
懂,這些千古金句背後的道理 / 張瑋,
饅頭說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出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5-99-7 ( 平 裝 )
NT$380
1.論語 2.通俗作品 121.22
有故事的論語. 學習.處世篇 : 愈讀愈
懂,這些千古金句背後的道理 / 張瑋,
饅頭說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出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5-98-0 ( 平 裝 )
NT$380
1.論語 2.通俗作品 121.22
易經與論語. 第八卷 / 吳秋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易立文化出版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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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08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277-3-7 (精裝) NT$700
1.論語 2.易經 3.注釋 4.研究考訂
121.222
時哉傳家寶 每天 5 分鐘儒學家唐瑜
凌 陪你讀<<論語>>. 1, 學而為政 / 唐
瑜凌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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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6-36-0 (平裝) NT$300
1.論語 2.讀本 121.228
帛書老子 注疏 / 元一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0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8-76-7 (平裝) NT$480
1.老子 2.注釋 121.311
國語注音.白話解譯 老子<<道德經>>
恆道哲學真義 / 林宏謙, 陳俊源, 陳友
聞, 黃奕財, 陳宗賢, 王佳苓, 駱奇宗,
陳清淵編輯 .-- 宜蘭市 : 台灣老子恆
道文教學會, 11008 .-- 140 面; 20 公
分 .-- 國 語 注 音 .-- ISBN 978-98697296-4-2 (平裝)
1.道德經 2.注釋 121.311
田文軍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/ 田文軍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57 面; 23 公分 .- (當代新儒學叢書) .-- ISBN 978-95715-1869-5 (平裝) NT$700
1.新儒學 2.文集 128.07
蔣國保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/ 蔣國保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97 面; 23 公分 .- (當代新儒學叢書) .-- ISBN 978-95715-1870-1 (平裝) NT$650
1.新儒學 2.文集 128.07
超越而上與自覺層次 / 歐崇敬著 .-[新北市] : 歐崇敬出版 : 華人智庫文
化創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9 .-- 39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06-3 (平裝) NT$380
1.歐崇敬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128.99

東方哲學
韓國儒學日文研究論集 / (日)高橋亨
等著 ; 黃崇修等譯 ; 林月惠, 李明輝
中文編校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
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, 11008 .-- 560 面;
21 公分 .-- (東亞文哲研究叢刊 ; ７) .-

- ISBN 978-626-7002-43-8 ( 平 裝 )
NT$520
1.儒學 2.文集 3.韓國 132.07

西洋哲學
遭撞翻的哲學家 : 哲學評論集 / 阿蘭.
布洛薩(Alain Brossat)著 ; 謝承叡, 韓
旻奇, 羅惠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, 11009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批判理論翻譯叢
書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5470-13-5
(平裝) NT$400
1.西洋哲學 2.文集 140.7
為你的心定錨 / 愛比克泰德(Epictetus)
著 ; 愷易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
朗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07-3-9 (平裝) NT$240
1.古希臘哲學 2.人生哲學 141.61
小雞卡巴拉 / 隆.麥羅.杜奎特作 ; 邱
俊銘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3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60-0 (平
裝) NT$420
1.神祕主義 2.猶太教 143.65
*沉思錄.我思故我在 : 「近代哲學之
父」笛卡兒第一哲學代表作 / 勒內.
笛卡 兒 (René Descartes) 著 ; 龐景仁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512 面; 21 公
分 .-- (Golden age ; 31) .-- ISBN 978986-384-580-5 (平裝)
1.笛卡兒(Descartes, Rene, 1596-1650)
2.學術思想 3.哲學 146.31
是與有 / 馬賽爾(Gabriel Marcel)著 ;
陸達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
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(形上日記 ; 2) .-ISBN 978-986-357-219-0 ( 平 裝 )
NT$480
1.馬賽爾(Marcel, Gabriel, 1889-1973)
2.學術思想 3.存在主義 146.79
修養與批判 : 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
傅柯 / 何乏筆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338 面; 21 公分 .-- (中研院人文講座
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08-6000-9 (平
裝)

1.傅柯(Foucault, Michel, 1926-1984) 2.
學術思想 3.哲學 146.79

1.兒童心理學 2.兒童發展 3.育兒
173.1

負人類世 / 貝爾納.史蒂格勒(Bernard
Stiegler)著 ; 陳璽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, 11010 .-- 496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8-97 (平裝)
1.史蒂格勒(Stiegler, Bernard) 2.學術
思想 3.哲學 146.8

我想更進步 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5,
培養積極力! / 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9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51-1-3 (平裝) NT$380
1.兒童心理學 2.兒童讀物 173.1

邏輯學
100 個藏在符號裡的宇宙祕密 / 莎拉.
巴特蕾(Sarah Bartlett)著 ; 王敏雯, 范
明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51-7 (平
裝) NT$399
1.符號學 2.圖像學 156

心理學
心福潛能 : 經典智慧與科學驗證的
七項幸福實踐法則 / 瑞克.韓森作 ; 鄭
百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84 面; 23 公
分 .-- (Spirit ; 33) .-- ISBN 978-957-658639-2 (平裝) NT$480
1.生理心理學 2.靈修 172.1
追尋寧靜 / 喬治.普羅契尼克(George
Prochnik)著 ; 韓絜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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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9-509-0 ( 平 裝 )
NT$420
1.環境心理學 2.噪音 172.8
你的 8 歲孩子 : 活潑外向的三年級 /
Louise Bates Ames, Carol Chase Haber
原著 ; 黃淑俐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信誼基金出版社, 11009 .-- 17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58-2 (平裝)
NT$250
1.兒童心理學 2.兒童發展 3.育兒
173.1
你的 9 歲孩子 : 獨立自主的四年級 /
Louise Bates Ames, Carol Chase Haber
原著 ; 戴文青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信誼基金出版社, 11009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59-9 (平裝)
NT$250
7

全面解讀你家的外星青少年 : 從心
理與大腦科學全面了解青少年情緒、
思維與溝通方式 / 貝蒂娜.何南
(Bettina Hohnen), 珍 . 吉 爾 摩 (Jane
Gilmour), 塔拉.莫菲(Tara Murphy)合
著 ; 王婉卉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橙舍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76-2-7 (平
裝) NT$450
1.青少年心理 2.青少年 173.2
人間複雜,妳要清醒 : 女子人際情感
心理學 / 石原加受子監修 ; 黃詩婷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12-2 (平裝)
NT$380
1.女性心理學 2.人際關係 173.31
相貌心理學 : 突破識人盲點,解決人
際關係所有煩惱 / 佐藤布宗貴子作 ;
楊鈺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
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叢書 ; 145) .-- ISBN 978986-5408-65-7 (平裝) NT$350
1.性格 2.臉 3.人格心理學 173.7
人格心理學 / Jerry M. Burger 著 ; 危芷
芬譯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商聖
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
司, 11009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282-98-7 (平裝)
1.人格心理學 173.75
恰如其分的自尊 / 克里斯托夫.安德
烈(Christophe André), 弗朗索瓦.勒洛
爾(François Lelord)著 ; 周行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84 面; 23
公分 .-- (心靈方舟 ; 4012) .-- 暢銷經
典版 .-- ISBN 978-986-06779-6-6 (平裝)
NT$450
1.自尊 173.75
圖解史丹佛大學的自我改變課 : 97%
學員認證,輕鬆駕馭意志力 / 凱莉.麥
高尼格(Kelly McGonigal)作 ; 高宜汝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(商戰 ; 215) .-- ISBN 978-986-134395-2 (平裝) NT$280
1.意志 2.自我實現 173.764
輕鬆駕馭意志力 : 史丹佛大學最受
歡迎的心理素質課 / 凱莉.麥高尼格
(Kelly McGonigal)著 ; 薛怡心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商戰 ;
214) .-- 暢銷紀念新版 .-- ISBN 978986-134-396-9 (平裝) NT$420
1.意志 2.自我實現 173.764
不要口罩,只要擁抱!(比較哲學) / 歐
偉長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57-6 (平裝)
NT$280
1.比較心理學 174
解夢辭典 / 麥可.蘭諾克斯作 ; 黃春華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59-4 (平裝)
NT$480
1.夢 2.解夢 175.1
*幻覺與夢 : 佛洛伊德與威廉.煙森的
<<格拉底瓦>> / 佛洛伊德(Sigmund
Freud), 威廉.煙森(Wilhelm Jensen)著 ;
陳蒼多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73-4 (平裝) NT$350
1.精神分析 2.文學評論 175.7
日常生活裡的人智學 / Rudolf Steiner
作 ; 李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[宜蘭縣冬山
鄉] : 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,
11008 .-- 14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43-5-3 (平裝)
1.靈修 175.9
記憶解碼 : 我們如何形成記憶,記憶
又如何造就我們? / 薇洛妮卡.歐金
(Veronica O'Keane)著 ; 潘昱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8-11 (平裝) NT$450
1.記憶 2.生理心理學 176.33
如何獲得智慧 : 100 多種讓人敏銳思
考的心智工具,做出最適切的抉擇 /

理查.尼茲比(Richard Nisbett)著 ; 陳映
廷, 謝孟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278-4 (平裝) NT$399
1.思考 2.思維方法 3.決策管理
176.4
思維進化 : 用思考突破人生裡的所
有 障 礙 = Evolve thinking : how to
overcome life's challenges like a pro / 楊
大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55-5 (平
裝) NT$360
1.思維方法 2.成功法 176.4
格局的力量 / 詹姆斯.艾倫作 ; 于華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版社, 11011 .-- 4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7-728-1 (平裝) NT$380
1.成功法 2.思考 176.4
失敗學 : 每一場挫折都是一次生命
系統的升級 / 伊麗莎白.德依
(Elizabeth Day)著 ; 羅雅涵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2-63-5 (平裝) NT$320
1.失敗恐懼症 2.自我實現 176.5
*給習慣逃避的你 : 心理諮商師告訴
你每個逃避行為的背後,都有需要被
關心的理由 / 李國翠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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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08-8 (平
裝)
1.逃避作用 2.防衛作用 3.自我實現
176.5
一個人的療癒 : 真正的放下,是你不
介意再度提起 / 約翰.詹姆斯(John W.
James), 羅素.傅里曼(Russell Friedman)
著 ; 林錦慧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
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Think ; 225) .-- ISBN 978-6267041-00-0 (平裝) NT$340
1.悲傷 2.失落 176.52
我心裡住著一隻刺蝟 : 看懂你的人
生劇本與內在防衛機制,療癒各種人
際傷 / 陳子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Happy learning ; 199) .-8

ISBN 978-986-136-600-5 ( 平 裝 )
NT$320
1.情緒 2.防衛作用 3.生活指導
176.52
哈佛醫師的復原力練習書 : 運用正
念冥想走出壓力、挫折及創傷,穩定
情緒的實用指南 / 蓋兒.蓋茲勒(Gail
Gazelle)著 ; 有隻兔子插畫 ; 王念慈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漫步) .-- ISBN 978-957-085969-0 (平裝)
1.情緒管理 2.壓力 3.生活指導
176.52
焦慮是你的隱性天賦 : 倫敦大學心
理諮商博士帶你看清負面情緒的強
大力量 / 尹依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勵志書系 ; 147) .-- ISBN
978-986-133-787-6 (平裝) NT$280
1.焦慮 2.情緒 3.心理諮商 176.527
克服倦怠&低潮的 86 個心靈紓壓祕
方 / 西多昌規作 ; 洪薇翻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1 .-- 191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30-3 (平裝) NT$320
1.壓力 2.緊張 3.抗壓 4.生活指導
176.54
好好生氣,不懊悔的技術 : 情緒不再
爆怒,也不會自己越想越氣,更能叫別
人照你的心意去做 / 安藤俊介著 ; 林
于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42-4 (平
裝) NT$300
1.憤怒 2.情緒管理 176.56
圖解身體語言 / 十力文化, 冠誠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十力文化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4-1-4 (平裝)
NT$350
1.行為心理學 2.肢體語言 176.8
覺醒的你.導引練習手札 : 超越自我
的旅程 / 麥克.辛格(Michael A. Singer)
著 ; 賴隆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
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(新時代系列 ; 193) .-ISBN 978-986-175-633-2 ( 平 裝 )
NT$360
1.意識 2.靈修 3.自我 176.9

七個問題看見你的天賦 / 禾禾商學
院師資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
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96-35-3 ( 平 裝 )
NT$300
1.應用心理學 2.自我實現 177

十字路口 : 中國改革開放後,理性與
慾望的紛爭,傳統與創新的邂逅 / 趙
傑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80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805-6 (平裝) NT$350
1.自我實現 2.自我肯定 3.成功法
177.2

我就是要教你玩陰的 / 章岩作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成功講座 ; 374) .-- ISBN 978-986-392387-9 (平裝) NT$350
1.應用心理學 2.職場成功法 177

女兒是吸收媽媽情緒長大的 : 即使
不曾被愛,也能愛人。獻給世上所有
女兒、母親、女性的自我修復心理
學 / 朴又蘭著 ; 林侑毅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0-173-2 (平裝) NT$380
1.女性 2.自我實現 3.女性心理學
177.2

厚黑學真正有意思 / 林郁著 .-- 初
版 .-- [ 新 北 市 ]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1-10-1 (平裝)
1.應用心理學 2.成功法 177
新編厚黑學 / 張有池編著 .-- 四版 .-新北市 : 華威國際事業有限公司,
11010 .-- 4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075-53-4 (平裝)
1.應用心理學 2.成功法 177
正念溝通力 / 吳錫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08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0-89-3 (平裝) NT$350
1.溝通 2.人際關係 177.1
意見不同 還是可以好好說 : Twitter、
Slack 高績效團隊負責人,教你化解歧
見的 8 種溝通心理技巧 / 巴斯特.班
森(Buster Benson)著 ; 辛一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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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) .-- ISBN 978-986-398-712-3
(平裝)
1.人際傳播 2.溝通技巧 177.1
一人創富 / 于為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253-1 (平裝) NT$390
1.成功法 2.財富 177.2
人生不需要計畫,而是要活出自己的
故事 / 法蘭克.馬特拉(Frank Martela)
著 ; 新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 695 種)(Upward ;
123) .-- ISBN 978-986-5596-37-8 (平裝)
NT$320
1.自我實現 2.人生哲學 177.2

不可能的任務 : 創造心流、站上巔
峰,從 25 個好奇清單開始,破解成就
公式 / 史蒂芬.科特勒(Steven Kotler)
著 ; 楊景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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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(Sasugas ; 34) .-- ISBN 978-986289-635-8 (平裝) NT$480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177.2
初生之犢 : 做小夢也有超能力 / 麗茲.
芙金.柏哈拿(Liz Forkin Bohannon)著 ;
高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恩出版
社, 11009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領導
管理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277-328-4
(平裝)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3.創業 177.2
阿斯匹靈的正向致富法則 / 阿斯匹
靈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
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13-5-3 (平裝) NT$380 .-- ISBN
978-986-06713-6-0 ( 平 裝 簽 名 版 )
NT$380
1.成功法 2.財富 177.2
刻意暫停 : 成長不必燃燒殆盡,掌握
六階段心態重啟法,讓你創造未來佳
績 / 全玉杓著 ; 劉小妮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
野系列 ; 85) .-- ISBN 978-986-507-5293 (平裝) NT$32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奇蹟開關 : 改寫生命,掙脫束縛,讓想
像力、創造力源源不絕 / 哈里斯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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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(Harris III)著 ; 蔡孟璇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心理 ;
68) .-- ISBN 978-986-137-341-6 (平裝)
NT$320
1.自我實現 2.生命哲學 177.2
洛克菲勒給子女的一生忠告 / 約翰.D.
洛克菲勒著 ; 馬劍濤, 肖文鍵編譯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464 面; 22 公分 .-- 典
藏有聲精裝版 .-- ISBN 978-957-710829-6 (精裝) NT$420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177.2
度量,決定了你的力量 : <<內在三圍
>> / 施以諾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主
流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心靈勵志系列 ; 15) .-- ISBN
978-986-06294-0-8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前路漫漫,步履不停 / 鄧楚涵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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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217-0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真正的你, 和你想的不一樣 : 揭開
「我」獨一無二的專屬人生,觸發生
命改變的 108 個神奇問答 / 珍妮.李
作 ; 鄭百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Spirit ; 35) .-- ISBN 978957-658-641-5 (平裝) NT$42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拿破崙.希爾 人人都能成功 / 拿破崙.
希爾, 克里曼特.斯通合著 .-- 初版 .-[新北市] : 布拉格文創社, 11011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107-1 (平裝)
1.成功法 177.2
拿破崙.希爾 成功 17 堂課 / 拿破崙.
希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
創社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1-09-5 (平裝)
1.成功法 177.2
拿破崙.希爾 成功心理法則 / 拿破崙.
希爾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
文創社, 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1-08-8 (平裝)
1.成功法 177.2

都要好好活著啊 / 李家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172-5 (平裝) NT$36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斜槓青年擁有強大能力的 13 個原子
習慣 : 從小改變到卓越成就的實證
法則 / 王俊凱, Anderson, 小薇, JOE,
喬 王 , Grace, Kota, 阿 元 , April 渝 ,
Kevin, Tigra, Hebe, John 葉合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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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6-46-9 (平裝) NT$30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新三從 : 婚前好女兒,婚後好妻子,產
後好母親!完美詮釋所有角色,除了妳
「自己」 / 丁智茵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1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16-2 ( 平 裝 )
NT$375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女性
177.2
跳出限制 : 從想法到實際行動的指
南-NLP / 許英華, 蔡明庭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表現工程管理顧問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4-0-7 (平裝) NT$400
1.神經語言學 2.自我實現 3.成功法
177.2
跟自己作伴 : 找回獨處不心慌的安
定力量 / 蔡惠芳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00-8-6 (平裝) NT$32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精進. 1 : 如何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 /
采銅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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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235-4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駕馭本能 : 生物學專家教你突破原
始本能限制,打造符合現代社會需要
的身心機制,做出最佳決策 / 蕾貝卡.
海斯(Rebecca Heiss)著 ; 連婉婷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9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87-1 (平裝)
NT$380
1.行為科學 2.成功法 177.2

司, 11009 .-- 5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112-1 (平裝) NT$650
1.行為改變術 178.3

築夢進行曲. 3, 心在那裡,希望就在那
裡 / 林裕峰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27-8 (平裝)
NT$380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177.2

*喚醒沉睡的天才 : 教練的藝術與科
學 : 教練的內在動力 / 瑪麗蓮.阿特金
森(Marilyn Atkinson), 蕾.切爾斯(Rae
Chois)著 ; 古典, 王岑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(教練
的藝術與科學系列 ; 1) .-- ISBN 978986-5571-49-8 (平裝) NT$350
1.輔導 2.自我實現 178.3

總之歲月漫長,然而值得等待 / 朱成
玉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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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03-8-5 (平裝)
NT$32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邁 向 順 暢 之 路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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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272-2 (平裝) NT$32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*聰明人都下笨功夫,愚蠢人只想走
捷徑 / 夏文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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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16-3 (平裝)
1.生活指導 2.職場成功法 177.2
職場軟實力 / 陳澤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075-9 (平裝) NT$320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職場成功
法 177.2
*人際關係 101 = Relationships 101 / 約
翰.麥斯威爾著 ; 蔡璧如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 241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雙書 .-- ISBN
978-986-5569-35-8 (平裝) NT$320
1.企業領導 2.人際關係 3.職場成功
法 177.3
人際關係心理學 / 浮谷秀一作 ; 劉姍
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31-0 (平裝)
NT$350
1.人際關係 2.應用心理學 177.3
行為改變技術 / 張世彗著 .-- 八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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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人技巧 : 探索、洞察與行動的催
化 / Clara E. Hill 著 ; 林美珠, 田秀蘭
合譯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學富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76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713-74-4 (平裝)
NT$720
1.諮商 2.心理治療 178.4
團體諮商 : 策略與技巧 / Ed E. Jacobs,
Christine J. Schimmel, Robert L. Masson,
Riley L. Harvill 著 ; 程小蘋, 黃慧涵,
劉安真, 梁淑娟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
司臺灣分公司, 11008 .-- 66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282-96-3 (平裝)
NT$680
1.團體諮商 178.4
內心荒涼地帶起風了 : 關於「創傷
與精神官能症」 : 精神分析對團體
心理治療的想像 / 蔡榮裕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19-6-1 ( 平 裝 )
NT$380
1.心理治療 2.團體輔導 3.精神官能
症 4.創傷 178.8
早安,我心中的怪物 : 一個心理師與
五顆破碎心靈的相互啟蒙,看他們從
情感失能到學會感受、走出童年創
傷的重生之路 / 凱瑟琳. 吉爾戴娜
(Catherine Gildiner)著 ; 吳妍儀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 (臉譜書房 ; FS0137) .-- ISBN 978626-315-015-7 (平裝) NT$420
1.心理治療 2.心理諮商 3.個案研究
178.8

親子解憂課 : 撫平孩子的焦慮,大人
用也很好的 20 種心理技巧 / 艾麗西
亞.伊頓著 ; 卓妙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265-4 (平裝) NT$360
1.心理治療 2.焦慮症 3.兒童心理學
178.8

好人太辛苦,勇敢小壞才自由 : 正義
律師與心理師,教你解放心囚的 21 個
練習,用「逆思考」改變疲累人生 /
鳥居 MIKO 著 ; 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0-39-4 (平裝) NT$34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
親密無能 : 早熟童年的隱形代價 / 約
翰.弗瑞爾(John C. Friel), 琳達.弗瑞爾
(Linda D. Friel)著 ; 江家緯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7-217-6 ( 平 裝 )
NT$380
1.心理治療 178.8

行動冥想 : 擺脫不安與煩惱,隨時隨
地享受獨處的靜心術 / 白取春彥作 ;
涂紋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
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
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225-5 (平裝)
1.人生哲學 2.修身 191.9

美學
談美 / 朱光潛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家講堂 ; 1) .-ISBN 978-626-317-169-5 ( 平 裝 )
NT$200
1.美學 180

倫理學
人生超整理 : 任何整理術都不比上
你開始思考。想要煥然一新,該整理
的不是物品,而是思考方式、人際關
係,還有你自己! / 森博嗣著 ; 楊明綺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仲間出版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Soulmate ; 12) .-ISBN 978-986-98920-9-4 ( 平 裝 )
NT$360
1.人生哲學 2.自我實現 191.9
心要好好放 / 黃子容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智在心
靈 ; 69) .-- ISBN 978-986-99126-7-9 (平
裝) NT$30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生活需要高級感 / 小野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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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26-2 (平
裝)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
閒雲、落葉、人 : 存在之謎 / 邵國維
著 .-- 初版 .-- [臺中市] : 邵國維,
11009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17-9 (平裝) NT$500
1.人生哲學 2.人生觀 191.9
開箱人生 : 從哲學看生活的一百六
十 種 面 貌 / 朱 立 安 . 巴 吉 尼 (Julian
Baggini), 安 東 尼 雅 . 麥 卡 洛 (Antonia
Macaro)著 ; 盧思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
顧問) .-- ISBN 978-957-13-9339-1 (平
裝) NT$40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練習不糾結 : 擺脫束縛的 41 項行動
指南 / 有川真由美著 ; 楊詠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292-0 ( 平 裝 )
NT$32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生命的學問 12 講. 2021 年版 / 王邦雄
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立緒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(新世紀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360179-1 (平裝) NT$300
1.人生哲學 2.文集 191.907
老子教你無我利他,讓人生更順利 :
放下自己不去爭,反而能心想事成的
生活與工作指引 / 羅大倫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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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4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230-9 (平裝)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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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誰 / 邱貴榮, 蔡旻秀作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蔡旻秀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43-9276-6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660
1.人生哲學 2.修身 192.1
請孔子讀論語 : 培養好學的心態,在
承擔中勇敢成長,成為自己生命的王
者 / 楊朝明, 李文文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00-1 ( 平 裝 )
NT$299
1.論語 2.修身 3.生活指導 192.1
練習好心情 : 讓工作與人際關係都
順遂的 88 個啟發 / 有川真由美著 ;
張智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88-3 (平
裝)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靜心冥想的練習 / 雪倫. 薩爾茲堡
(Sharon Salzberg)著 ; 李芸玫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: 大雁出版基
地發行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暢
銷經典版 .-- ISBN 978-986-5401-94-8
(平裝) NT$420
1.靈修 192.1
人生 9 成靠說話 : 1 分鐘讓人感
動,100%受歡迎的 37 個對話技巧 / 永
松茂久作 ; 陳令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輕商管 ; 41) .-ISBN 978-957-658-642-2 ( 平 裝 )
NT$360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192.32
話語!啟動宇宙最驚人的共振能量 :
幸與不幸,都是你自己說出來的! / 佛
羅 倫 斯 . 斯 科 維 爾 . 希 恩 (Florence
Scovel Shinn)著 ; 陳師蘭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希恩 ; 6) .- ISBN 978-986-5496-40-1 ( 平 裝 )
NT$320
1.說話藝術 2.自我實現 192.32
質感交談課 : 職場、社交、媒體及
自我叩問的言談美學 / 潘月琪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266-1 ( 平 裝 )
NT$360

1.說話藝術 2.溝通技巧 3.口才
192.32
游祥禾 : 每天練習,成為更好的自己 :
只有承認自己的無知與錯誤,才是內
心力量最強大的人。 / 游祥禾作 .-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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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6-40-7 (平裝) NT$340
1.自覺 2.內省 3.生活指導 192.4
蛻變的智慧 : 世界經典勵志語錄 =
Wisdom for transformation : world
unique and inspirational quotes / Debbie
Liu 編著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0
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5514-73-0 (平裝) NT$300
1.格言 192.8
明清以來善書叢編 續輯 / 王見川, 柯
若樸(Philip Clart), 侯沖, 范純武, 游子
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文豐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17-3318-0 (全套:精裝)
1.勸善書 2.古籍 3.文獻 192.9108
<<孝行天下>>的生活相融 / 張寶樂
主文撰寫 ; 高超文策劃.點校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台北指南宮, 11008 .-169 面 ; 22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3436-2-6 (精裝)
1.孝悌 193.1
論死生 : 宗教文化的詮釋 = On death
and life : cultural and religious
interpretations / 林長寬(Nabil C-K Lin)
主編 .-- 初版 .-- [臺南市] : 國立成功
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;
新北市 : 稻鄉出版社發行, 11008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(國立成功大學文
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專書 ; 6) .-ISBN 978-986-06704-5-5 (平裝)
1.生死學 2.宗教文化 3.文化研究 4.
文集 197.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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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 ;
23) .-- ISBN 978-626-310-093-0 (平裝)
NT$450
1.動物 2.生命倫理學 197.4
社會工作倫理與實務 / 秦燕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26-3 (平裝) NT$380
1.社會工作倫理 198.547
我需要你的愛,更需要找到自己 : 靈
魂伴侶、業力之愛、雙生火焰 : 從
我們此生必將經歷的「三段愛」,了
解愛情的最終使命。 / 凱特. 羅絲
(Kate Rose)著 ; 黃意雯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7-2-2 (平裝)
NT$350
1.愛 2.人際關係 199.8

宗教類
宗教學
神明教我的發財心法 / 沈嶸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喜羊羊出版社, 11010 .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99-1-7 (平裝) NT$500
1.靈界 2.靈修 215.7
比較宗教學 / 釋聖嚴編著 .-- 十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009 .-- 464
面; 21 公分 .-- (中華宗教叢書) .-ISBN 978-986-5512-61-3 ( 精 裝 )
NT$850
1.比較宗教學 218

佛教

我們都要好好說再見 : 關於安樂死
的生死議題 / 賴台生著 .-- 初版 .-- 新
竹縣竹北市 : 方集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1-313-4 (平裝) NT$320
1.安樂死 197.12

禅宗的开悟与传承 / 吕真观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
題名:禪宗的開悟與傳承 .-- ISBN 978626-7018-77-4 (平裝)
1.禪宗 2.佛教教理 3.實證研究
220.1

就算牠沒有臉 : 在人類世思考動物
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 / 黃
宗慧, 黃宗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上田唯識思想之研究 : 現象學的進
路 / 陳榮灼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
立清華大學出版社, 11011 .-- 500 面;
12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16-92-6 (精
裝) NT$700
1.上田義文 2.學術思想 3.唯識 4.佛
教哲學 220.123
生活唯識 / 橫山紘一著 ; 瀨川淑子,
王芳翻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(概論叢書 ; 2402) .-- ISBN
978-957-457-591-6 (平裝) NT$250
1.唯識 220.123
台灣佛教的先驅 慈航 / 洪啟嵩, 黃啟
霖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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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(For2 ; 58)(當代佛教大師系列文
集) .-- ISBN 978-626-95044-7-3 (平裝)
NT$380
1.釋慈航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佛教的改革者 太虛 / 洪啟嵩, 黃啟霖
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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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(For2 ; 50)( 當 代 佛 教 大 師 系 列 文
集) .-- ISBN 978-986-06615-9-0 (平裝)
NT$380
1.釋太虛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宗師、人師、經師 歐陽竟無 / 洪啟
嵩, 黃啟霖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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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(For2 ; 51)(當代佛教大師
系列文集) .-- ISBN 978-626-95044-0-4
(平裝) NT$380
1.歐陽竟無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淨土宗的一代祖師 印光 / 洪啟嵩, 黃
啟霖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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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(For2 ; 54)(當代佛教大師系列文
集) .-- ISBN 978-626-95044-3-5 (平裝)
NT$380
1.釋印光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
現代佛教之父 楊仁山 / 洪啟嵩, 黃啟
霖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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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(For2 ; 49)(當代佛教大師系列文
集) .-- ISBN 978-986-06615-8-3 (平裝)
NT$380
1.楊仁山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當代佛學的泰斗 呂澂 / 洪啟嵩, 黃啟
霖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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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(For2 ; 56)(當代佛教大師系列文
集) .-- ISBN 978-626-95044-5-9 (平裝)
NT$380
1.呂澂 2.學術思想 3.佛教 220.9207
傳統佛教的導航 圓瑛 / 洪啟嵩, 黃啟
霖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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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(For2 ; 55)(當代佛教大師系列文
集) .-- ISBN 978-626-95044-4-2 (平裝)
NT$380
1.釋圓瑛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漢藏文化一肩挑 法尊 / 洪啟嵩, 黃啟
霖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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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(For2 ; 57)(當代佛教大師系列文
集) .-- ISBN 978-626-95044-6-6 (平裝)
NT$380
1.釋法尊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慧劍斬凡塵的勇士 弘一 / 洪啟嵩, 黃
啟霖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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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(For2 ; 53)(當代佛教大師系列文
集) .-- ISBN 978-626-95044-2-8 (平裝)
NT$380
1.釋弘一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禪宗的傳燈者 虛雲 / 洪啟嵩, 黃啟霖
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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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(For2 ; 52)( 當 代 佛 教 大 師 系 列 文
集) .-- ISBN 978-626-95044-1-1 (平裝)
NT$380
1.釋虛雲 2.學術思想 3.佛教
220.9207
四經合刊 : 金剛經.藥師經.普門品.阿
彌陀經(附大勢至菩薩圓通章) .-- 新
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04 面; 16 公分 .-- (掌中法寶
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06809-8-0 (精
裝) NT$260
1.般若部 2.經集部 3.法華部 4.方等
部 221
升夜摩天宮品 第十九.夜摩宮中偈讚
品 第二十.十行品 第二十一.十無盡
藏品 第二十二 / 夢參老和尚主講 ; 方
廣編輯部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
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17 面;
23 公分 .-- (大方廣佛華嚴經. 八十華
嚴講述 ; 12) .-- ISBN 978-986-99031-34 (精裝) NT$580
1.華嚴部 221.22
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/
菩薩戒弟子鄆城夏蓮居會集各譯 .-七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
淨宗學會, 11010 .-- 191 面; 21 公分 .- 漢語拼音 .-- ISBN 978-986-98810-7-4
(精裝)
1.方等部 221.34
佛說阿彌陀經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8 面; 1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9-6-6 (經摺裝)
NT$130
1.方等部 221.34
*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/ 徐醒民講 .-- 彰
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11009 .-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59-4 (第 4 冊:平裝)
1.方等部 221.34
地藏菩薩本願經 / (唐)于闐國三藏沙
門實叉難陀譯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社
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, 11010 .-200 面; 21 公分 .-- 漢語拼音 .-- ISBN
978-986-98810-8-1 (精裝)
1.方等部 221.36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. 第五百七十二卷
/ (唐)玄奘譯 ; 釋寬謙譯註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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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11 .-- 12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5-3361-3 (平裝) NT$380
1.般若部 221.4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.-- 新北市 : 玄奘
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96 面; 1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9-5-9 (經摺
裝) NT$150
1.般若部 221.44
一 行 禪 師 講 << 心 經 >> / 一 行 禪 師
(Thich Nhat Hanh)著 ; 士嚴法師, 江涵
芠, 張秀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
樹林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善知識 ;
JB0149) .-- ISBN 978-986-06890-6-8
(平裝) NT$320
1.般若部 2.佛教修持 221.45
*跟著大師學心經 : <<般若波羅蜜多
心經>>明代高僧白話集解 / (明)紫柏
真可, 憨山德清, 蕅益智旭撰述 ; 林中
華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林中華,
11008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03-2 (平裝)
1.般若部 221.45
尋找現代藥師佛 : 開啟內心豐沛能
量 : 普現濟世富貴大願 / 呂尚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千出版社, 11009 .-25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大 眾 佛 學 ;
WS11002) .-- ISBN 978-957-447-365-6
(平裝) NT$320
1.經集部 221.712
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.-- 新北
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 96 面; 1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6809-7-3 (經摺裝) NT$150
1.經集部 221.712
佛說彌勒大成佛經疏 / 釋默如纂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64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82) .-- ISBN 978-986-0799-31-6
(平裝) NT$480
1.經集部 221.713
明公啟示錄 : 解密維摩詰經的大乘
佛教實踐道. 2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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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42-1 (平
裝) NT$300
1.經集部 221.721

入中論講記 / 月稱論師造論 ; 法尊法
師譯講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 (Sunny 文庫 ; 180) .-- ISBN 978-9860799-33-0 (平裝) NT$250
1.中觀部 2.注釋 222.12
四分律式叉摩那戒說戒儀軌 / 惟俊
比丘尼彙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魚池
鄉 : 財團法人南林尼僧佛教基金會
附設南林出版社, 11008 .-- 184 面; 1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08-3-3 (平裝)
1.四分律 223.23
上座部佛教每日巴利課誦 / 智行尊
者 (Bhante U Nyanacara), 觀 淨 尊 者
(Bhante U Sopāka)編 ; 瑪欣德尊者
(Bhante U Mahinda)譯 ; 亓麗櫻音譯 .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,
11009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414-97-5 (精裝)
1.佛教諷誦 224.3
佛門必備課誦本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
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8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9-97 (50K 平裝) NT$120
1.佛教諷誦 224.3
禪詩禪書禪話. 三 / 嚴建忠, 嚴立楷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北堂精舍,
11009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2182-3-9 (平裝)
224.511
習禪點滴 : 自性的體悟 / 邱秀雄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8-56-9 (平裝) NT$180
224.517
如是我見 = As I have seen / 江孟樵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舞陽美術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08 面; 3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945-0-6 (精裝)
1.佛像 2.佛教藝術 224.6
遊心安樂道(附:玄空法師編述「佛
七開示:了生脫死必讀) / (唐)海東沙
門釋元曉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, 11008 .-- 144
面; 21 公分 .-- (大乘叢書 ; A-194) .-ISBN 978-986-06094-6-2 (平裝)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225
佛法裡的因緣果 : 二 0 一五年七月十
一日於台灣台南 / 陳明安講 ; 人乘佛
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,

11008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陳明安老
師青少年講座) .-- ISBN 978-986-570552-7 (平裝)
1.佛教教化法 2.佛教修持 225.4
戒善 / 日常老和尚讲述 ; 财团法人台
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 .-- 第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簡
體字版 .-- ISBN 978-986-06414-3-1 (平
裝)
1.佛教說法 225.4
無常醒悟 / 釋證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與
土地 ; 33) .-- ISBN 978-957-13-9358-2
(平裝) NT$320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225.4
與佛對話. 如來篇 / 慧深和尚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英出版社, 11009 .-496 面; 21 公分 .-- (觀音心藥法集 ;
8) .-- ISBN 978-986-06522-5-3 (平裝)
NT$600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225.4
醒悟無常 : 證嚴上人的 42 堂大疫心
靈修習課 / 釋證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與
土地 ; 33) .-- ISBN 978-957-13-9389-6
(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57-139390-2 (精裝) NT$480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修持 225.4
佛語隨行 : 聽佛教禪修 .-- 桃園市 : 釋
洞恆, 11008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43-8 (精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學佛次第十二講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
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
編輯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414-5-5 (上冊:平裝)
NT$200 .-- ISBN 978-986-06414-6-2 (下
冊 : 平 裝 ) NT$220 .-- ISBN 978-98606414-7-9 (全套: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怎麼連結 / 一行禪師(Thich Nhat Hanh)
著 ; 張怡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128 面; 18 公分 .-- (Smile ; 175)(跟一
行禪師過日常) .-- ISBN 978-986-077743-7 (平裝) NT$180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225.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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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靜之聲 : 走在佛陀指引的不死之
路上 / 阿姜蘇美多(Ajahn Sumedho)著 ;
牟志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
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352 面; 22 公分 .-- (善知識 ; JB0150) .- ISBN 978-986-06890-4-4 ( 平 裝 )
NT$420
1.佛教修持 225.87
華 嚴專 宗國際 學術 研討會論 文集 .
2021 / 陳一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, 11008 .-190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353-3-6 (平裝)
1.華嚴宗 2.文集 226.307
佛法六大 / 方俐懿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方俐懿, 11009 .-- 73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89-9 (平裝)
NT$350
1.禪宗 2.佛教教理 3.佛教修持
226.61
成佛禪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竹山鎮 : 台
灣唯心佛教會, 11009 .-- 9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06-1-4 (平裝)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修持 3.禪宗
226.65
佛祖心要節錄 / 慧空經房選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81) .-- ISBN 978-986-0799-32-3
(平裝) NT$250
1.禪宗 2.佛教說法 226.65
來果禪師開示語錄 / 來果禪師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00 面; 19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183) .-- ISBN 978-986-0799-34-7
(平裝) NT$250
1.禪宗 2.佛教說法 226.65
南懷瑾與彼得.聖吉 : 關於禪、生命
和認知的對話 / 南懷瑾講述 .-- 初
版 .-- [臺北市] : 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30-4-9 (平裝) NT$220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226.65
然與非然 : 習禪學佛經驗談 / 劉貞鈴
集編 .-- 三版 .-- 苗栗縣獅潭鄉 : 達摩
出版社, 11009 .-- 14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835-2-8 ( 平 裝 )
NT$350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226.65

禪七開示. 3 : 惟覺安公老和尚一九九
七年秋季第二梯次僧眾精進禪七開
示錄 / 文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文心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8 面;
21 公分 .-- (拈花叢書) .-- ISBN 978986-97973-3-7 (平裝) NT$300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3.佛教說法
226.65
祕密之法 : 改變人生的嶄新世界觀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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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8-8-8 (平
裝) NT$380
1.新興宗教 2.靈修 226.8
普巴扎西仁波切開示集. 第一輯, 臨
終須知 / 普巴扎西仁波切作 .-- 初
版 .-- 苗栗市 : 囊加果園, 11009 .-- 303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1-05 (精裝)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
普巴扎西仁波切開示集. 第二輯, 禪
定精要. 一 / 普巴扎西仁波切作 .-- 初
版 .-- 苗栗市 : 囊加果園, 11009 .-- 24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1-12 (精裝)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
山法 : 西藏關於他空與佛藏之根本
論 / 篤補巴.喜饒堅贊(Döl-b̄o-b̄a S̄hayrap-gyel-tsen)著 ; 傑弗里. 霍普金 斯
(Jeffrey Hopkins)英文編譯 ; 張火慶,
呂艾倫中文編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9 .-850 面 ; 22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961-0-3 (精裝) NT$120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教理 3.西藏自治
區 226.961

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67-3 (平裝)
NT$38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利器之轮讲记 / 日常老和尚讲述 ; 财
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
辑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8 面; 30
公分 .-- 正體題名:利器之輪講記 .-ISBN 978-986-06414-4-8 (第 3 冊:平裝)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大成就者傳奇 : 54 位密續大師的悟
道故事 / 凱斯.道曼(Keith Dowman)英
譯 ; 羅伯特.比爾(Robert Beer)插畫 ;
普賢法譯小組中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橡樹林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9 .-- 368 面; 22 公分 .-- (成就
者系列 ; JS0014X) .-- ISBN 978-98606890-3-7 (平裝) NT$50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傳記 226.969
明清之際廣東佛教的發展 : 以天然
函昰法系為例 = The development of
eastern Buddhism in Guangdong area
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: a case
study of Tianran-Hanshi's genealogy / 簡
瑞瑤著 .-- 初版 .-- [臺南市] : 國立成
功大學 文學院 多元 文化研 究中心 ,
11008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國立成功
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專書 ;
7) .-- ISBN 978-986-06704-7-9 (平裝)
1.佛教史 2.明清史 3.中國 228.2
高僧傳奇 : 元曉大師 / 賴家琳主編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法界弘法通訊社,
11010 .-- 1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10-1-4 (精裝) NT$300
1.釋元曉 2.佛教傳記 229.3411

廣海明月 : 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. 第
一卷 / 宗喀巴大師造論 ; 日常老和尚
講述 ; 真如淺析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2-16 (平裝) NT$320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
226.962

高僧傳奇 : 弘一大師 / 賴家琳主編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法界弘法通訊社,
11010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10-0-7 (精裝) NT$300
1.釋弘一 2.佛教傳記 229.382

*西藏正念書 / 克里斯托弗.漢沙德
(Christopher Hansard)著 ; 何定照譯 .-三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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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真武玄天上帝啟聖籙 / 羅山雲總編
輯 .-- 南投縣中寮鄉 : 臺灣道教總廟
玄義宮, 11008 .-- 497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626-8-7 (平裝)
1.道教 230

道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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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師與經籙初探 : 臺灣道教百年百
人首次晉品登梯閱籙 / 蘇清六編著 .- 第 二 版 .-- 臺 南 市 : 文 國 書 局 ,
11011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47-209-5 (精裝) NT$1200
1.道教儀注 234
清代古符簿 / 林再忠編 .-- 初版 .-- 宜
蘭縣員山鄉 : 宜蘭縣九芎城文化發
展協會, 11008 .-- 162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10-0-6 ( 平 裝 )
NT$600
1.道教 2.符籙 3.符咒 234.2
聖法訣云 / 鞏志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滿福寶企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386 面 ; 29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6714-1-5 (第 17 冊:平裝) NT$2000
1.道教修鍊 235
從道教太乙真蓮宗到太乙淨土派的
發展與傳承 / 林翠鳳撰著 .-- 第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九陽道善堂, 11008 .-24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5729706-6-9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29706-7-6 (精裝)
1.道教 2.道教宗派 236.3

基督教
經世與革命 : 激進的漢語神學思潮
(1901-1950) = Toward the oikonomia
and the revolutionary Christianity : Sino
Christian liberation theology(1901-1950)
/ 曾慶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主流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64 面; 21 公
分 .-- (學院叢書系列 ; 7) .-- ISBN 978986-06294-2-2 (平裝)
1.基督教思想史 2.神學 3.中國
240.9
全靠這名 / 高約翰(John R. Cross)著 ;
徐武豪(William Tsui)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
協會出版部, 11009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50-844-9 (平裝)
1.聖經研究 241.01
聖經不只聖經,講道不止講道 / 陳嘉
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小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30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2986-6-7 ( 平 裝 )
NT$300
1.聖經研究 2.宗教文學 241.01
遇見 365 位聖經名人 / 賴英德.布魯
斯 馬 (Reinder Bruinsma) 作 ; 方 錦 榮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兆出版社,
11011 .-- 3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314-99-5 (平裝) NT$399
1.聖經人物 2.聖經故事 241.099
細讀詩篇 / 盧俊義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
市] : 信福出版社, 11011 .-- 588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62-80-3 (卷 1:
精裝) NT$500
1.詩篇 2.注釋 241.32
新約聖經的難題解答 / 賴倍偉, 張蘭
玉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永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7-1-5 (平裝)
1.新約 2.聖經研究 241.5
字字珠璣 : 細讀馬可福音 / 傅格森
(Sinclair B. Ferguson)作 ; 黃馨瑱, 徐嘉
徽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改革宗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6-3-7 (平裝)
NT$420
1.馬可福音 2.聖經研究 241.63
求真尋道. 2, 約翰福音綱要、結構與
信息 / 阮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
恩出版社, 11011 .-- 256 面; 27 公分 .- ( 研 經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277326-0 (精裝)
1.約翰福音 2.注釋 241.65
約翰書信 : 約壹 約貳 約叁 / 呂沛淵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歸正出版社,
11009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聖約研經
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95622-6-3 (平
裝) NT$450
1.約翰書信 2.注釋 241.793
原牧 :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. 第
13 期 = Bulletin of aboriginal theology
and pastoral work(Fu Jen faculty of
theology of St. Robert Bellarmine,
Taiwan). thirteen issue / 詹嫦慧主編 .-新北市 :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臺灣原
住民神學研究中心, 11008 .-- 125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85-1-2 (平
裝)
1.神學 2.期刊 242.05

Kandra)著 ; 黃佳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
智文化事業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靈修系列 ; F0064) .-- ISBN 978986-6036-72-9 (平裝) NT$280
1.天主教 2.祈禱 244.3

pioneer,shoulder your cross to follow
jesus! / 吳炳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基督教台灣矽谷雲端職場領袖協會,
11010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4-0-4 (平裝) NT$500
1.基督徒 2.信仰 244.9

殯葬禮儀(鄒語試用本) = MISA TA
MICU MOMEKVO'U / 溫安東神父, 嘉
義教區鄒語編譯小組編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聞道出版社, 11009 .-- 5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5-6-2 (平
裝)
1.天主教 2.喪禮 3.禮儀 244.57

警醒等候主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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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152 面;
21 公分 .-- (30 天禱告手冊) .-- ISBN
978-986-06958-0-9 (平裝) NT$120
1.基督教 2.信仰 244.9

不經意的造訪 / 周明仕著 .-- 臺中市 :
周明仕出版 : 臺灣毘努伊勒會發行,
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64-3 (平裝) NT$350
1.信仰 2.基督徒 244.9
勇於挑戰 / 喬依絲.邁爾(Joyce Meyer)
著 ; 柯美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, 11009 .-- 384
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叢書 ; EL009-1) .- ISBN 978-957-9209-82-3 (平裝)
1.基督徒 2.生活指導 244.9
張春申的靈修神學 / 劉錦昌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喜樂隱修院, 11009 .-32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5764-1-3 (平裝)
1.張春申 2.學術思想 3.神學 4.靈修
244.9
* 啟 動 超 自 然 大 能 / 歐 大 衛 (David
Oyedepo)著 ; 莊國祥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,
11009 .-- 80 面; 19 公分 .-- (恩賜職務
叢書 ; EG026) .-- ISBN 978-957-920981-6 (平裝)
1.基督徒 2.信仰 244.9
等候神 : 經歷神大能與榮光之路 =
Waiting on God / 劉秀慧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士
林錫安堂, 11009 .-- 9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1118-9-8 (平裝)
1.基督教 2.信仰 244.9

可傳遞信息. 11, 喜樂的奉獻 / 白立德
(Bill Bright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
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
11009 .-- 8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19-5-7 (平裝)
1.基督教 2.信仰 3.靈修 242.42

談神國理財實用手札 / 王輝 Aquila
Wang 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
法人台北市國度使徒性協會, 11009 .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40-0-8 (平裝)
1.基督徒 2.理財 3.投資 244.9

忙中取靜 : 簡短有力的祈禱,沉澱心
靈 再 出 發 / 葛 雷 格 . 坎 德 拉 (Greg

闖業維肩 : 勇闖趕創肩負十架的異
象開創 = Entrepreneur,brave and dare 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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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降的勇氣 / 湯米.赫爾斯頓(Tommy
Hellsten)著 ; 趙丕慧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216 面; 21 公分 .-- (Road ; 12) .-- ISBN
978-986-179-686-4 (平裝) NT$380
1.基督徒 2.靈修 3.生活指導 244.93
活出呼召愛裡互補 : 新眼光讀經
2021 年 10-12 月 : 哥林多後書 以西結
書 詩篇 / 陳良智, 林煜傑, 黃士倩, 賴
金君, 吳富仁, 康進順, 葉志達, 陳敬
元, 劉俊逸, 李信毅, 胡宏志, 瑪亞.鄔
茂, 林辰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教會
公報出版社, 11009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471-93-3 (平裝)
1.基督教 2.靈修 3.讀經 244.93
神祕經驗知識論的兩盞明燈 : 聖女
大德蘭與聖十字若望 / 關永中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星火文化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加爾默羅
靈修 ; 21) .-- ISBN 978-986-98715-3-2
(平裝) NT$360
1.天主教 2.靈修 244.93
摩拉維亞每日箴言. 2022 / 摩拉維亞
弟兄會編 ; 盧怡君, 李國隆, 孫雲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
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, 11010 .-- 40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27-6025 (精裝) NT$380
1.基督教 2.靈修 244.93
讓 全 教 會 說 阿 們 / Laurence Hull
Stookey 作 ; 蔡銘偉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
灣教會公報社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1-23-2 (平裝)
1.祈禱 2.基督教 244.93
人生的潮汐 : 在生命潮流中學會領
導與事奉 / 威廉.波拉德(C. William
Pollard)作 ; 陳耀宗譯 .-- 臺北市 : 博
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36 面;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4-2-2 (精
裝) NT$400
1.波拉德(Pollard, C. William.) 2.基督
徒 3.靈修 4.職場 244.98

版社, 11009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45-7-9 (平裝) NT$300
1.成世光 2.學術思想 3.基督教與中
國文化 4.神學 249.933

道彌勒博學院教育基金會發行,
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70-0-9 (平裝)
1.一貫道 271.6

按照聖經教導子女 / 劉志雄夫婦著 .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道 聲 出 版 社 ,
11009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信
息) .-- ISBN 978-986-400-381-5 (平裝)
1.基督徒 2.親職教育 244.99

在祂翅膀的蔭下 : 林張嘉禎的見證
故事 = Under his wings : the story of
Florence Lin's life / 林張嘉禎(Florence
Lin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, 11008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27601-8 (平裝) NT$380
1.林張嘉禎 2.基督教傳記 249.933

靈子歸鄉路. 2, 天心駕慈舟 / 天容文
翰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天容寶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財團法人一貫
道彌勒博學院教育基金會發行,
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70-1-6 (平裝)
1.一貫道 271.6

優秀是訓練出來的 : 按照聖經訓練
孩童 / 劉志雄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出版社, 11009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(生活信息) .-- ISBN 978-986400-383-9 (平裝)
1.基督徒 2.親職教育 244.99
塞外傳教史 = Mission beyond the Great
Wall / 古偉瀛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
華明出版社, 11009 .-- 43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597-19-8 (平裝)
NT$450
1.天主教 2.傳教史 3.中國 246.22
淬煉、翱翔 : 教會 : 看見、更新、轉
化 / 李秀玉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李
秀玉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77-3 (平裝) NT$280
1.基督教 2.教會 3.教牧學 247
愛教會到底? : 以神學視野反思教會
醜聞 = Love the church to the end? :
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hurch
scandals / 謝木水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校園書房出版社, 11009 .-- 2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876-4 (平裝)
1.基督教 2.教會 3.神學 247
堅持 : 劉民和牧師的生命與事奉 / 劉
民和, 莫少珍合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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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智慧書系
列 ; 6) .-- ISBN 978-986-06832-2-6 (平
裝) NT$320
1.劉民和 2.基督教傳記 3.教牧學
249.887
*信仰的記憶與傳承 : 台灣教會人物
檔案. 3 / 鄭仰恩, 江淑文主編 .-- 臺南
市 :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
灣教會公報社, 11008 .-- 528 面; 21 公
分 .-- (新使者叢書 ; 11) .-- ISBN 978986-0721-20-1 (平裝)
1.基督教傳記 249.9
*成世光主教神學本地化思想初探 /
阮仕軍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聞道出

*恩典慈悲一生隨著我 : 鄭泉聲回憶
錄 / 鄭泉聲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財
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會
公報社, 11009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1-21-8 (平裝)
1.鄭泉聲 2.基督教傳記 249.933

其他宗教
*光明的智慧. 15, 論語白話聖訓選輯.
一 / 聖賢仙佛作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
屯鎮 :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光慧聖訓
叢書 ; 36) .-- ISBN 978-986-5768-94-2
(平裝) NT$120
1.一貫道 271.6
幸福語錄集. 卷七, 安定宇宙的偉大
版本 / 木本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: 一貫道學研
究院文獻館發行, 11008 .-- 480 面; 21
公分 .-- (一貫藏要 ; 7) .-- ISBN 978986-06131-3-1 (精裝) NT$430
1.一貫道 271.6

人類未來新文明 靈性覺醒地球一家
/ 李泰山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李泰
山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24-7 (平裝) NT$380
1.民間信仰 271.9
大道綱常 = Mainstays & orders of life
in Tao / 理心光明禪師著作 .-- 二版 .- 桃園市 : 崇心雜誌社出版 : 社團法
人大道真佛心宗教會發行, 11010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大道系列叢書 ;
26) .-- ISBN 978-986-98877-7-9 (平裝)
NT$280
1.民間信仰 271.9
你妳 可以擁有健康、財富與幸福 /
李泰山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李泰山,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23-0 (平裝) NT$380
1.民間信仰 271.9
省悟新篇 : 孝悌忠信. 上冊 / 澎湖竹
灣大義宮得善堂著作 .-- 再版 .-- 澎湖
縣西嶼鄉 : 澎湖竹灣大義宮得善堂,
11008 .-- 28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13-1-9 (平裝)
1.民間信仰 2.勸善 271.9

從修道的快樂到感恩的心 / 卜貴美
著 ; 書苑編輯室整理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
坊發行, 11008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(道的見證 ; 1) .-- ISBN 978-986-997543-8 (平裝)
1.一貫道 271.6

走讀南鯤鯓 / 黃文博著 .-- 臺南市 : 財
團法人南鯤鯓代天府, 11009 .-- 96 面;
24 公分 .-- (南鯤鯓文化叢書 ; 33) .-ISBN 978-986-98929-5-7 ( 平 裝 )
NT$200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臺南市
272.097

道降暹羅 = Tao descending on Siam /
洪銘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
文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坊發行,
11008 .-- 4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54-4-5 (精裝)
1.一貫道 2.泰國 271.6

萬泉寺志. 歷史篇 / 毛帝勝, 徐崇哲編
著 .-- 屏東縣萬丹鄉 : 萬泉寺管理委
員會, 11008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25-0-9 (精裝) NT$500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屏東縣萬丹鄉
272.097

靈子歸鄉路. 1, 天命秋宇行 / 天容文
翰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天容寶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財團法人一貫

跟著廟口說書人看廟趣 : 聽!郭喜斌
戲說彩繪 X 剪黏 X 交趾 X 木雕 X 石
雕經典裝飾故事 / 郭喜斌著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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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台灣地
圖 ; 48) .-- ISBN 978-626-7009-72-7 (平
裝) NT$490
1.寺廟 2.裝飾藝術 3.民間故事 4.臺
灣 272.097

希臘神話繪本 / Park Sun Hee 作 ; 陳
馨祈翻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5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23672-7 (精裝)
1.希臘神話 2.繪本 284.95

盧恩符文初學指南 / 喬森.西蒙作 ; 廖
世德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57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57-0 (平
裝) NT$420
1.符咒 2.占卜 292.95

大甲文昌祠百年紀錄 / 張慶宗文 .-臺中市 :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, 11008 .- 64 面; 19 公分 .-- (市定古蹟-大甲文
昌祠叢書 ; 2) .-- ISBN 978-626-700123-3 (平裝) NT$50
1.文昌帝君 2.寺廟 3.民間信仰 4.臺
中市大甲區 272.16

希臘眾神很有事 / 佐藤俊之監修 ; 山
里將樹繪 ; 徐承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1-514-6 (平裝) NT$320
1.希臘神話 284.95

植物能量綠魔法神諭卡 : 汲取蔬果、
花卉與藥草的魔法能量,在生活中施
展浪漫與富饒的魔法 / 雪瑞琳.達西
(Cheralyn Darcey)著 ; 舒靈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樹林出版社, 11010 .- 112 面; 19 公分 .-- (Change ; 2) .-ISBN 978-986-06737-4-6 ( 平 裝 )
NT$680
1.占卜 292.96

枋橋頭迓媽祖 : 社頭枋橋頭七十二
庄迓媽祖 / 吳正龍著 .-- 臺中市 : 豐
饒文化社出版 ; 彰化市 : 彰化縣政府
發行, 11010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15-3-4 (精裝) NT$380
1.媽祖 2.民間信仰 3.民俗活動 4.彰
化縣 272.71
笨港進香 : 彰化南瑤宮往笨港進香 /
温宗翰著 .-- 臺中市 : 豐饒文化社,
11010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15-2-7 (精裝) NT$380
1.媽祖 2.民間信仰 3.民俗活動 4.臺
灣 272.71
濟公活佛傳 / 丁雅霞編著 ; 張辰瑋插
圖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光慧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
23 公分 .-- (兒童聖哲故事叢書 ; 1) .-ISBN 978-986-5768-95-9 ( 平 裝 )
NT$230
1.民間信仰 272.79

神話
中國神話 : 從崑崙神話到蓬萊仙話,
神仙鬥法、凶獸橫行的世界 / 王新
禧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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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168 (平裝) NT$310
1.中國神話 282
希臘神話 = Greek mythology / 陳秋帆
改寫 ; 陳亭亭繪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少年
文學必讀經典 ; 60) .-- ISBN 978-986338-420-5 (平裝) NT$220
1.希臘神話 284.95

圖 說 希 臘 神 話 = The art of Greek
mythology / 朱惠慈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藝術家出版社, 11009 .-- 224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2-279-1 (平
裝) NT$480
1.希臘神話 284.95

術數；迷信
九天玄女嫡傳五術正宗 .-- 高雄市 :
蘇欲同, 11008 .-- 50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220-9 (平裝)
1.易經 2.術數 290
占星手帳 : 一手掌握水逆、月相、
全年星座運勢. 2022 / Aman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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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08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43-48-8 ( 精 裝 )
NT$699
1.占星術 292.22
西洋占星術史 : 擺盪在科學和魔術
之間的學問 / 中山茂著 ; 楊家昌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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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34-0 (平
裝) NT$420
1.占星術 2.歷史 292.22
亞伯拉罕.伊本.伊茲拉 : 智慧的開端
/ 梅拉.埃普斯坦(Meira B. Epstein)英
文譯註 ; 羅伯特.漢(Robert Hand)英文
編註 ; 邢欣中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星空凝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985-2-2 (平裝) NT$480
1.占星術 292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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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羅解牌研究所. 3, 四週實戰課 /
LUA 作 ; Shion 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1 .-- 15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35-8 (平裝) NT$350
1.占卜 292.96
魔法咒語神諭卡 / 芙蕾薇亞.凱特.彼
得斯(Flavia Kate Peters), 芭芭拉.梅克
雷喬恩-弗雷(Barbara Meiklejohn-Free)
著 ; 周莉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生
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144 面; 20 公分 .-- (心靈塔羅系列 ;
62) .-- ISBN 978-986-06291-7-0 (平裝)
NT$1580
1.占卜 292.96
教你學懂八字 : 四柱八字輕鬆學 / 游
焙楠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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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72 面; 21 公
分 .-- (Easy quick ; 178) .-- ISBN 978986-488-220-5 (平裝) NT$360
1.命書 293.1
*紫微斗數. 最高級篇 : 四化 / 劉香郁
作 .-- 初版 .-- [臺中市] : 劉香郁,
11008 .-- 60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180-6 (平裝) NT$1000
1.紫微斗數 293.11
*紫微斗數 14 顆星在 12 宮位 / 劉香
郁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劉香郁,
11008 .-- 84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178-3 (平裝) NT$2000
1.紫微斗數 293.11
*紫微斗數 : 古賦文集 / 劉香郁編輯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劉香郁, 11008 .-- 82
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177-6 (平裝) NT$1000

1.紫微斗數

293.11

*紫微斗數星性大全 : 星星知我心 /
劉香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劉香郁,
11008 .-- 68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179-0 (平裝) NT$2000
1.紫微斗數 293.11
紫微斗數論吉凶 : 增強紫微功力,就
看這本書 / 三禾山人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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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0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Easy quick ;
177) .-- ISBN 978-986-488-219-9 (平裝)
NT$280
1.紫微斗數 293.11
紫微講堂 / 傳通居士編著 .-- 初版 .-[新北市] : 現代美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91-2-2 (平裝) NT$650
1.紫微斗數 293.11
面相故事. 第二集 / 沈全榮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8-50-7 (平裝) NT$500
1.面相 293.21
面相答客問. 第二集 / 沈全榮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8-65-1 (平裝) NT$500
1.面相 293.21
幫孩子取個好名字 / 黃逢逸著 .-- 修
訂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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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2022 年虎虎生風版 .-ISBN 978-626-7008-06-5 ( 平 裝 )
NT$380
1.命名 2.姓名學 293.3
二 0 二二壬寅年擇日要覽 / 范龍達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聖環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81-232-2 ( 平 裝 )
NT$450
1.擇日 293.4
風水有真有假,你知道嗎? / 林明璽著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速熊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460 面; 23 公分 .-- (風
水研究論文) .-- ISBN 978-626-950370-4 (平裝) NT$880
1.堪輿 2.相宅 294.1
陽宅改局實證 / 翁秀花著 .-- 增訂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元書局, 11008 .-- 528

面; 21 公分 .-- (堪與叢書 ; 2001) .-ISBN 978-986-06901-1-8 ( 平 裝 )
NT$500
1.相宅 294.1
儀式魔法全書 / 隆.麥羅.杜奎特, 大衛.
修梅克作 ; 邱俊銘, 羅亞琪, 邱鈺萱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572-55-6 (上冊:平裝) NT$650 .-ISBN 978-986-5572-56-3 (下冊:平裝)
NT$650
1.巫術 295
請問覺醒 / 宇色 Osel 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9 .-30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723-6 (平裝) NT$480
1.通靈術 2.靈修 296.1
解開你的馬雅星際密碼 : 集結馬雅、
易經、心經、廬恩符文、PSI 行星意
識資料庫,解開時間的秘密 / 莊惟佳
Rebecc 編著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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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96-47-6 ( 平 裝 )
NT$580
1.曆法 2.預言 3.靈修 298.12

自然科學類
總論
漫畫科普冷知識王. 3 : 世界其實很精
彩,生活就要這麼嗨! / 鋤見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930-2 (平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0
STEAM 任務總動員 : 科學、科技、
工程、藝術與數學跨領域動手玩 /
羅伯.比提原著 ; 張雅芳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9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935-7 (平裝)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303.4
藏在水裡的科學 / 塞西樂.朱格拉, 傑
克.吉夏爾作 ; 羅鴻.西蒙繪 ; 陳怡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10 .-- 32 面 ;
22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335 (精裝) 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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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科學實驗 2.水 3.通俗作品

303.4

科學詞典 / 金亨鎮, 尹龍錫, 崔喜貞
著 ; 金碩, 宋宇錫繪 ; 王筱萱, 李敏姝
譯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大心文創,
11011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(知識館 ;
K014) .-- ISBN 978-986-06862-4-1 (精
裝)
1.科學 2.詞典 304
在萬物相聯中對話 : 民生公共物聯
網 = Dialogue in civil IoT / 林怡萱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科學
教育館, 11009 .-- 186 面; 26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7022-70-2 (平
裝) NT$240
1.科學 2.展覽 306.6
*探索科學的孩子 / 貝特朗.菲述
(Bertrand Fichou), 馬克.貝尼耶(Marc
Beynie) 文 ; 巴 斯 卡 . 勒 麥 特 (Pascal
Lemaitre)圖 ; 李旻諭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9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62-713-1 (精裝) NT$380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
少年科學偵察隊 CSI. 7, 神祕事件的
始末 / 高嬉貞文字 ; 玄寶, 梁善模圖
畫 ; 蔡佳燁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099-5 (平裝) NT$32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反叛的科學家 : 一代傳奇物理大師
的科學反思 / 弗里曼.戴森(Freeman
Dyson)著 ; 蕭秀姍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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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2-68-0 (平裝) NT$360
1.戴森(Dyson, Freeman J.) 2.科學家 3.
物理學 4.傳記 309.9
科學報國帶頭人 / 任仲文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龍時代, 11009 .-- 214
面; 23 公分 .-- (科技館 ; EST014) .-ISBN 978-986-98780-3-6 ( 平 裝 )
NT$380
1.科學 2.中國大陸研究 3.人物志
309.9

數學
(升科大四技)數學(A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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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9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307 (平裝)
1.數學 310
數學 = Mathematics / 田益誠, 趙日彰
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永大書局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8-5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350
1.數學 310
警專數學 / 李振宗編著 .-- 第一版 .-高雄市 : 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13-1-1 (平裝) NT$420
1.數學 310
神秘優雅的數學家日常 / 二宮敦人
著 ; 王華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
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71-8 (平
裝) NT$350
1.數學 2.傳記 3.日本 310.99
商用微積分 = Brief applied calculus /
林光賢, 陳天進, 劉明郎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44-4-6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基礎微積分 / 黎靖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5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15-7-7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微積分 / 蔣俊岳, 李瑞麟, 黃妙冠, 方
惠真, 黃韋強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中市 :
滄海書局, 11009 .-- 65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3-142-2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微 積 分 / Daniel D. Benice, Tzuwei
Cheng 著 ; 黃韋強, 張喨筑, 黃妙冠, 方
惠眞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
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
分公司, 11008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9282-97-0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基礎離散數學 / 黃中彥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大揚出版社, 11008 .-- 465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9-971-1 (平
裝) NT$470
1.離散數學 314.8
離散數學概論 / 程雋編著 .-- 修訂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631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7-215-1 (平裝) NT$600
1.離散數學 314.8
圖論 / 何志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新數工作室, 11007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5287-2-6 (平裝)
1.圖論 314.89

電腦資訊科學
超人 60 天特攻本 : 數位科技概論與
應用(111 年統測適用) / 夢想家資訊
工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32-6 (平裝)
1.數位科技 312
資訊科技概論 : 邁向未來 / 周文光,
張志宏, 吳建興, 楊子青, 洪啟舜, 柳
林緯, 陳兆宏, 黃偉秩, 陳文欽編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4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48-57-1 (平裝)
1.電腦 2.資訊科技 312
資訊概論 : 數位時代新趨勢 =
Computer science /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
資訊概論教學研究小組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4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48-58-8 (平裝)
1.電腦 2.資訊科學 312
GA 到 GA 4 掌握網站數據分析新一
代工具的技術原理與商業思維 / 張
秉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28-7 (平裝)
NT$500
1.網路使用行為 2.資料探勘 3.網路
行銷 312.014
嵌入式系統原理與應用 : 基於 ARM
Cortex-M STM32F 微控制器 / 黃東芳,
王志中編著 .-- 臺中市 : 秉華科技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5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87090-2-7 ( 平 裝 )
NT$460
1.微處理機 2.電腦結構 312.116
單晶片 ARM MG32x02x 控制實習 /
董勝源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8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58-8 (平
裝)
1.微處理機 2.電腦結構 312.1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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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NA 200-301 專業認證手冊. Volume
2 / Wendell Odom 原著 ; 林健翔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951-7 (平裝)
1.通訊協定 2.電腦網路 3.考試指南
312.16
如何設計好網站之 UX 與美學基礎 /
Tracy Osborn 原著 ; 吳國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939-5 (平裝)
1.網頁設計 312.1695
金魚都能懂的 CSS 必學屬性 : 網頁
設計必備寶典 / 李建杭(Amos)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882-4 (平裝)
1.CSS(電腦程式語言) 2.網頁設計 3.
全球資訊網 312.1695
從 0 到 Webpack : 學習 Modern Web
專案的建置方式 / 陳欣平(Peter Chen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ISBN
978-986-434-862-6 (平裝) NT$620
1.網頁設計 2.電腦程式設計
312.1695
最 完 整 跨 平 台 網 頁 設 計 :
HTML+CSS+JavaScript+jQuery+Bootst
rap+Google Maps 王者歸來 / 洪錦魁
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0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33-1 (平裝)
NT$1080
1.網頁設計 2.全球資訊網 312.1695
超簡單 AIoT 物聯網與網站架設必學
神器 : Node-RED 視覺化開發工具 /
陳會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4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78-7 (平裝)
1.網頁設計 2.電腦程式設計 3.Java
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1695
深 入 淺 出 設 計 模 式 / Eric Freeman,
Elisabeth Robson 原著 ; 賴屹民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69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936-4 (平裝)
1.電腦程式設計 2.軟體研發 312.2
領 域 驅 動 設 計 與 .NET Core : 應 用
DDD 原則,探索軟體核心複雜度 /

Alexey Zimarev 著 ; 蔡孟玹譯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860-2 (平裝) NT$680
1.電腦程式設計 2.軟體研發 312.2

Christian Mayer 原著 ; 藍子軒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929-6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
APCS C++解題高手 / 數位新知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0-543-6 ( 平 裝 )
NT$450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
Python 程式設計與程式競賽解題技
巧 / Daniel Zingaro 著 ; H&C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955-5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
C & C++程式設計經典 / 蔡文龍, 何嘉
益, 張志成, 張力元, 歐志信, 陳士傑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953-1 (平裝)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2.C++(電腦程式
語言) 312.32C

金融市場 xPython 程式交易 : 高手親
自傳授的自動化投資聖經 / 張峮瑋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76-29-4 ( 平 裝 )
NT$780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證券投資
312.32P97

高手才用 C 語言 : Windows C/C++加
密解密實戰 / 朱晨冰, 李建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6-34-8 (平裝) NT$980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第一次學 C 就上手 : 融入專題製作
與 APCS 先修檢測 / 李啟龍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931-9 (平裝)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*軟性計算之灰色系統理論暨應用 /
温坤禮, 温惠筑著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
市 :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, 11009 .-- 242
面; 30 公分 .-- (台灣感性資訊學會系
列 叢 書 ) .-- ISBN 978-986-97925-3-0
(平裝) NT$500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程式設計與生活 : 使用 C 語言 / 邏輯
林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1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67-0 (平裝附
光碟片)
1.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Java 學 習 手 冊 / Marc Loy, Patrick
Niemeyer, Daniel Leuck 著 ; 莊弘祥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938-8 (平裝)
1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J3
Python 不廢話,一行程式碼 : 像高手
般寫出簡潔有力的 Python 程式碼 /

程式語言與設計. 乙版 / 林萍珍, 吳松
達, 吳誌維, 張文賢, 施文奇, 黃宥輔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16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61-2 (下冊:
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P97
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學科題
本 / 豪義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262-9 (平裝)
1.電腦軟體 2.問題集 312.49022
AutoCAD 2020 實戰演練 : 機械設計 /
陳世勳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
化, 11008 .-- 7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15-483-6 (平裝)
1.AutoCAD 2020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
圖 312.49A97
精通 AutoCAD 2020 機械設計 / 周曉
龍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
11009 .-- 7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0-148-1 (平裝)
1.AutoCAD 2020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
圖 312.49A97
Excel 試算表精彩實例設計寶典 / 林
國榮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10 .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487-4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Python for Excel : 自動化與資料分析
的現代開發環境 / Felix Zumstein 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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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; 沈佩誼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34-0 (平
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2.Python(電腦程
式語言) 312.49E9
超實用!會計.生管.財務的辦公室
EXCEL 必備 50 招省時技(2016/2019)
/ 張雯燕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5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59-6 (平
裝) NT$400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新時代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高效
率解題技巧(使用 Excel 2010+Word
2010-Dataset 3 版) / 李權祐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320-4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套 裝 軟 體 應 用 Using Microsoft®
Office 2010 : 邁向 BAP Fundamentals
Master 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 /
JYiC 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314-3 (平裝)
1.OFFICE 2010(電腦程式) 2.考試指
南 312.49O4
Word 365 全方位排版實務 : 紙本書與
電子書製作一次搞定 / 榮欽科技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880-0 (平裝) NT$480
1.WORD(電腦程式) 312.49W53
快速學會 Word 精選教材 / 林佳生
作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 11009 .-- 1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5-91 (平裝)
1.WORD(電腦程式) 312.49W53
Android App 程式設計高手 / 趙曉楓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
11010 .-- 4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0-151-1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52
App Inventor 2 與物聯網應用的完美
結合含雲端資料庫 Firebase / 李春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01-3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52

Neuro Sky 腦波儀 MIX 軟體 APP :
Android 系統-密技全攻略 / 陳榮靜,
劉明政, 廖崇硯, 林承澐, 張殷菖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勝宏精密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2386-1-8 ( 平 裝 )
NT$588
1.醫療用品 2.系統程式 3.電腦程式
設計 312.52
30 天與 Docker 做好朋友 : 跟鯨魚先
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 / 周建
毅(Miles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 面;
23 公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
書) .-- ISBN 978-986-434-877-0 (平裝)
NT$600
1.作業系統 312.54
64 位元 Debian Linux 作業系統實務 :
Bullseye 版 / 李博明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 11008 .-- 50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3-141-5 (平
裝)
1.作業系統 312.54
嵌入式 Linux 作業系統實務 / 李博明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
11008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3-140-8 (平裝)
1.作業系統 312.54
喬叔帶你上手 Elastic Stack : Elastic
Stack 的最佳實踐與優化技巧 / 吳楨
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16 面; 23 公
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ISBN 978-986-434-857-2 (平裝)
1.資料探勘 2.作業系統 312.54
資料結構 : 使用 C++ / 蔡明志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5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954-8 (平裝)
1.資料結構 2.C++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73
資料科學的良器 : R 語言在行銷科學
的應用 / 廖如龍, 葉世聰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879-4 (平裝) NT$600
1.資料探勘 2.電腦程式語言 3.電腦
程式設計 312.74
圖解資料探勘法 / 陳耀茂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

ISBN 978-626-317-131-2 ( 平 裝 )
NT$400
1.資料探勘 312.74
新觀念 PHP8+MySQL+AJAX 網頁設
計範例教本 / 陳會安作 .-- 第六版 .-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5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2-685-0 (平裝) NT$600
1.PHP(電腦程式語言) 2.SQL(電腦程
式語言) 3.網頁設計 4.網路資料庫 5.
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.754
WebSecurity 網 站 滲 透 測 試 : Burp
Suite 學習指南 / 高于凱(HackerCat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ISBN
978-986-434-883-1 (平裝) NT$600
1.資訊安全 2.電腦網路 312.76
資訊安全概論 / 林祝興, 張明信作 .-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2-684-3 ( 平 裝 )
NT$550
1.資訊安全 312.76
AR Unity 擴增實境實務開發 / 謝旻儕,
蔡孟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44-3 (平
裝) NT$330
1.電腦動畫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8
KorGE 遊 戲 開 發 : 帶 你 學 會 運 用
Kotlin、KorGE、Ktor 技術打造自己
的小遊戲 / 張永欣(Yaya)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858-9 (平裝) NT$600
1.電腦遊戲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8
YouTuber 最佳幫手 : 免費視訊剪輯
軟體大活用 / 鄭苑鳳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881-7 (平裝) NT$560
1.多媒體 2.數位影音處理 3.數位影
像處理 312.8
AI 機器人簡單做 / 許永昌, 李國憲
作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李 國 憲 ,
11009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工智慧
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43-9234-6 (平
裝) NT$500
1.人工智慧 2.機器人 312.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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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聯網實作 : 深度學習應用篇 / 陸瑞
強, 廖裕評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155-8 (平裝) NT$680
1.人工智慧 2.電腦程式設計 3.物聯
網 312.83
強化學習導論 / 邱偉育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871-7 (平裝)
1.機器學習 312.831
網站最佳化實務 : 運用機器學習改
善網站,提升使用者體驗 / 飯塚修平
原著 ; 游子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6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425 (平裝)
1.機器學習 312.831
機器學習 : 彩色圖解+基礎微積分
+Python 實作 : 王者歸來 / 洪錦魁著 .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6-32-4 ( 平 裝 )
NT$780
1.機器學習 312.831
Photoshop 影像編修與視覺設計(適用
CC 2019-2021,含國際認證模擬試題) /
蔡雅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40-1 (平裝)
1.數位影像處理 312.837
教你如何用 iPad Pro+Procreate 畫出漫
畫.插畫 / 多田由美作 ; 李喬智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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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0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05-4 (平裝)
1.電腦繪圖 2.漫畫 3.繪畫技法
312.86

天文學
*探索宇宙的孩子 / 貝特朗.菲述
(Bertrand Fichou)文 ; 巴斯卡.勒麥特
(Pascal Lemaitre)圖 ; 嚴慧瑩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80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57-762-714-8 ( 精 裝 )
NT$380

1.天文學 2.宇宙 3.通俗作品

320

噢!原來如此 有趣的天文學 / 李昫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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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192 面; 18X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32-7 (平裝)
NT$480
1.天文學 2.通俗作品 320
星座.星空圖鑑 = A field guide to stars
and constellations / 藤井旭著 ; 吳佩俞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自
然圖鑑 ; 5) .-- ISBN 978-626-7009-71-0
(平裝) NT$690
1.星座 2.天象 323.8
奧匈帝國氣象史 : 動力氣候學、帝
國治理與研究尺度 / 黛博拉. 柯恩
(Deborah R. Coen)作 ; 翁尚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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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550 面; 21 公
分 .-- (Courant 書系 ; 9) .-- ISBN 978626-310-098-5 (平裝) NT$600
1.氣象學 2.歷史 3.奧地利 328.09
風的一切 / 奧莉加.法捷耶娃
(Ольга Фадеев а)圖.文 ;
孫銘澤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27-6 (精裝)
NT$380
1.風 2.通俗作品 328.5
臺北市防災易讀手冊. 2 : 颱風來了怎
麼辦 / 陳政維, 陳俊豪, 趙欣, 林冠泓,
江元淞, 蔡緯屏, 李欣妍, 林祺峯, 林
建佑, 曾家彬, 潘宗毅, 黃琴茹編輯 .-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, 11009 .- 5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27-2 (平裝)
1.颱風 2.防災教育 328.55
Why?氣候變遷 / 姜周弦原作 ; 李俊熙
繪 ; 牟仁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4
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79-5 ( 平 裝 )
NT$300
1.全球氣候變遷 2.漫畫 328.8

物理

名師這樣教 物理秒懂 : 國中沒聽懂、
高中變天書,圖解基礎觀念,一次救回
來 / 左卷健男, 浮田裕編著 ; 林展弘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(Style ; 56) .-- ISBN 978-986-0742-94-7
(平裝) NT$360
1.物理學 330

Unit Girls 擬人化單位事典 / 星田直彥
作 ; 林農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17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334-1 (平裝) NT$350
1.度量衡 331.8

普通物理 / 蔣大鵬, 蔣弘儒, 蔣依依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299-5 (平裝)
1.物理學 330

冒險的開端 / 曹永先, 韓晶旭作 ; 金
宇覽繪 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68 面; 25 公
分 .-- (電子英雄傳 ; 1) .-- ISBN 978986-5588-42-7 (平裝)
1.電子學 2.漫畫 337.9

跟科學家一起認識構築世界的 50 個
物理定律 : 發現契機 x 原理解說 x 應
用實例 / 左卷健男編著 ; 陳識中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865-2 (平裝)
1.物理學 2.通俗作品 330

*追光之旅 : 你所不知道的同步輻射
/ 許火順, 林錦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(科學
文化 ; BCS218) .-- ISBN 978-986-525279-3 (平裝) NT$480
1.同步輻射 339.4

普通物理實驗 / 許建文, 李明仁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威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11-1-9 (平裝)
1.物理實驗 330.13
無是什麼? : 探究生活中的零、真空
世界與究極的無 / 日本 Newton Press
作 ; 黃經良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
面; 28 公分 .-- (人人伽利略 ; 28) .-ISBN 978-986-461-260-4 ( 平 裝 )
NT$500
1.理論物理學 2.物理 331
一次搞懂量子通訊 / 神們自己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LEARN 系列 ; 58) .-- ISBN 978957-13-9379-7 (平裝) NT$380
1.量子力學 2.通俗作品 331.3
基 礎 量 子 力 學 = Basic quantum
mechainics / 林雲海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56-5 (平裝) NT$540
1.量子力學 331.3
量子美學梭論 = Quantum aesthetics /
紀向著 .-- 臺中市 : 紀向, 11009 .-- 4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599 (平裝) NT$800
1.量子力學 2.美學 331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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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
簡明化學 / 黃秉炘, 呂卦南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揚出版社, 11008 .-2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9970-4 (平裝) NT$470
1.化學 340
水質分析檢測及實驗 / 陳昌佑編著 .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45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62-3 (平裝)
NT$500
1.水 2.分析化學 3.實驗 345.112
元素單字大全 / 原島廣至作 ; 李依珊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
出版社, 11011 .-- 13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7-727-4 ( 平 裝 )
NT$480
1.元素 2.元素週期表 3.詞彙 348.21

地質學
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年報. 109 年
= Ocean Conservation Administration,
Ocean Affairs Council 2020 annual
report / 宋欣真, 吳龍靜, 林天賞, 羅進
明, 林美朱, 李筱霞, 蔡靜如, 楊婉怡
編輯委員 .-- 高雄市 : 海洋委員會海
洋保育署, 11008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7-33-3 ( 平 裝 )
NT$350
1.海洋環境保護 351.9
活用電氣石 : 負離子與遠紅外線的
神奇療效 / 朱芳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成嘉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1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67-41 (平裝) NT$350
1.電氣石 357.63
超能力恐龍百科 / 克里斯.巴克(Chris
Barker)作 ; 涂瑋瑛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92 面; 22X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34-0-9 (精裝)
1.爬蟲類化石 2.古生物學 3.通俗作
品 359.574

生物學
醫學統計 = Medical statistics / 林建甫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8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2-16-8 (平裝)
1.生物統計 2.醫學 3.統計分析
360.13
簡明生物學 / 陳昱青, 郭加恩, 高而仕,
莊凱任, 陳哲鑫, 陳振興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798-2 (平裝) NT$400
1.生命科學 361
健康鑰方,生物訊息 / 李順來, 陳冬漢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69-9 (平裝)
NT$300
1.分子生物學 2.微生物技術 361.5
分子生物學分類題庫 : 研究所分章
題庫 / 高宇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3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708 (平裝) NT$950
1.分子生物學 2.問題集 361.5022
Why?遺傳與血型 / 全載雲原作 ; 崔明
求繪 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164 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77-1 ( 平 裝 )
NT$300
1.遺傳 2.血型 3.漫畫 363

表觀遺傳大革命 : 現代生物學如何
改寫我們認知的基因、遺傳與疾病
(更新至二 0 二一最新發展) / 奈莎.卡
雷(Nessa Carey)著 ; 黎湛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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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432 面; 21 公
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254) .-- ISBN 978986-262-508-8 (平裝) NT$540
1.遺傳學 2.基因 363
破解基因碼的人 : 諾貝爾獎得主珍
妮佛.道納、基因編輯,以及人類的未
來 / 華特.艾薩克森(Walter Isaacson)
著 ; 麥慧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9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(科學新視
野 ; 175) .-- ISBN 978-626-7012-80-2
(平裝) NT$600
1.道納(Doudna, Jennifer A.) 2.遺傳工
程 3.基因組 363.81
幹細胞營養學 : 遠離慢性病造成的
家庭災難 / 林佳靜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易可數
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336 面; 23 公分 .-- (樂活 ; 11) .-- ISBN
978-986-06613-2-3 (平裝) NT$480
1.幹細胞 2.預防醫學 364
哈囉!山海的鄰居 : 認識臺灣棲息地
物種 / MEFA 蒙特梭利教育發展學會
作 ; 臺灣吧 Taiwan Bar 繪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士雅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 冊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36805-6 (全套:平裝) NT$1750
1.生物志 2.繪本 3.臺灣 366.33
海洋生物小百科 / 陳獨, 陳蕙欣, 陳湄
玲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4 面;
17X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135 (精裝) NT$200
1.海洋生物 2.通俗作品 366.98
水之猿傳奇 / 謝愷宸圖文 .-- 桃園市 :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出版 : 桃園市政
府發行, 11009 .-- 70 面; 21X30 公分 .- (桃園市環境教育教材. 環境教育繪
本 ; 5) .-- ISBN 978-626-7020-13-5 (精
裝)
1.生態教育 2.環境教育 3.繪本 367
台灣生態尋寶趣. 2, 野地漫遊 / 許增
巧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24
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 48 面; 27 公分 .-- (繪本滴 ; 95) .-ISBN 978-626-7038-00-0 ( 精 裝 )
NT$350
1.生態教育 2.通俗作品 3.臺灣 367
天然災害防護罩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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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(哆啦 A 夢知識大探索 ; 3) .-ISBN 978-957-32-9293-7 ( 平 裝 )
NT$280
1.自然災害 2.漫畫 367.28
這些寄生生物超下流! / 成田聰子著 ;
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1 面; 21
公分 .-- (科學) .-- ISBN 978-957-147277-5 (平裝)
1.共生 2.寄生 367.343
Why?細菌與病毒 / 金政郁原作 ; 金光
浩繪 ; 阿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4
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86-3 ( 平 裝 )
NT$300
1.細菌 2.濾過性病毒 3.漫畫 369
新護理師捷徑. 十, 微生物及免疫學
=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
certification
examinations.
10,
microbiology & immunology / 謝伯潛
作 .-- 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5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15-3 (平裝)
NT$300
1.微生物學 2.免疫學 3.問題集
369.022
不要怕,我們一起探尋病毒的秘密 /
病毒科普編委會編 ; 書蟲文化繪 .-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10 .-- 40
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-4013 (精裝) NT$250
1.冠狀病毒 2.疾病防制 3.通俗作品
369.74
元氣超人防衛隊 : 對抗病毒有妙招 /
上田茂子文.圖 ; 李彥樺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40
面; 21 公分 .-- (閱讀與探索) .-- ISBN
978-986-5593-92-6 (精裝) NT$350
1.病毒學 2.通俗作品 369.74

臨床微生物學 : 細菌與黴菌學 / 吳俊
忠, 吳雪霞, 周以正, 周如文, 林美惠,
胡文熙, 洪貴香, 孫培倫, 張長泉, 張
益銍, 彭健芳, 湯雅芬, 曾嵩斌, 楊宗
穎, 楊翠青, 廖淑貞, 禇佩瑜, 蔡佩珍,
蘇伯琦, 蘇玲慧作 ; 楊秀麗總編輯 .-八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9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176-3 ( 平 裝 )
NT$720
1.微生物學 2.細菌 3.真菌 369.8

植物學
好奇孩子大探索 : 真的假的?原來植
物這麼酷 / 菅原久夫監修 ; 白井匠,
栗原崇繪圖 ; 李彥樺翻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(廣泛閱讀) .-- ISBN 978-9865593-93-3 (平裝) NT$380
1.植物形態學 2.演化 371
綠歌 : 上森的禮物 / 陳玉峯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20 面; 25 公分 .-- (山林書院
叢書 ; 38) .-- ISBN 978-957-608-574-1
(平裝) NT$680
1.植物志 2.臺灣 375.233
龍門校園植物導覽手冊 / 鄭文健, 范
凱嵐, 陳金正, 許又鑫, 洪揚舜撰稿 .-初版 .-- 澎湖縣湖西鄉 : 澎湖縣湖西
鄉龍門國民小學, 11008 .-- 79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7-67-2 (平裝)
1.植物 2.植物生態學 3.澎湖縣
375.233/141
野菜譜 : 明朝的荒年寶典,60 種可食
可藥用的雜草野花 / (明)王磐原著 ;
潘富俊考證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
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) .-- ISBN 978957-05-3354-5 (平裝) NT$380
1.食用植物 2.藥用植物 3.植物圖鑑
4.明代 376.14025
藥用植物學 / 陳益昇, 林泰榮, 郭昭麟,
張訓碩, 趙怡姍, 陳昱璋, 梁文俐, 陳
兆群, 黃世勳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8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93-7 (平
裝) NT$700
1.藥用植物 376.15

動物學
WOW!驚喜百科. 1, 用 AR 認識動物 /
迪沃(Devar)教育娛樂科技公司作 ; 蔡
心語編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68 面; 23X25 公分 .-(IQ up ; 29) .-- ISBN 978-626-7009-81-9
(精裝) NT$290
1.動物學 2.通俗作品 380
天才爸爸不一樣! / 菲利浦.邦廷
(Philip Bunting)文.圖 ; 張東君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4 面; 25X25 公分 .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 978-9865576-39-4 (精裝) NT$300
1.動物 2.動物行為 3.通俗作品 380
媽媽天才不一樣! / 菲利浦.邦廷文.
圖 ; 張東君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格
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24 面; 25X25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
館) .-- ISBN 978-986-5576-38-7 (精裝)
NT$300
1.動物 2.動物行為 3.通俗作品 380
馴化的狐狸,會像狗嗎? : 蘇聯科學家
的劃時代實驗與被快轉的演化進程 /
李.杜加欽(Lee Alan Dugatkin), 柳德米
拉. 卓特(Lyudmila Trut) 著 ; 范明瑛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272) .-- ISBN
978-986-262-507-1 (平裝) NT$510
1.別利亞耶夫(Beliaev, D. K.) 2.遺傳
工程 3.動物遺傳學 4.俄國 383.4
成為小小生態觀察家 : 五位臺灣動
物學者的野外調查日誌 / 李曼韻, 林
大利, 袁守立, 陳美汀, 程一駿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(小麥田知識館) .-- ISBN 978626-7000-19-9 (平裝) NT$350
1.動物生態學 2.通俗作品 3.臺灣
383.5
異種最強王圖鑑 : 生物大亂鬥 / 實吉
達郎監修 ; なんばきび繪圖 ; 許郁文
譯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43-796-4 (平裝)
1.動物圖鑑 2.通俗作品 385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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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博物誌(珊瑚礁近岸) : 飽覽海岸
與水下生態!900 種魚類與無脊椎生
物辨識百科. 上冊, 無脊椎篇 / 李承錄,
趙健舜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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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5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28-0 (精
裝) NT$900
1.無脊椎動物 2.動物圖鑑 3.臺灣
386
臺灣常見室內節肢動物圖鑑 : 居家
常見 101 種蟲蟲大集合,教你如何分
辨與防治 / 李鍾旻, 詹美玲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(圖解) .-- ISBN 978-957-08-6005-4 (平
裝)
1.節肢動物 2.動物圖鑑 3.病媒防制
4.臺灣 387.025
昆蟲小百科 / 陳愷禕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12-8 (精裝)
NT$200
1.昆蟲 2.通俗作品 387.7
漫畫昆蟲記 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:
傳說中的七隻小矮象 / 吳祥敏著 ; 夏
吉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快樂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1-2-0 (平裝)
NT$320
1.昆蟲 2.通俗作品 387.7
海洋博物誌(珊瑚礁近岸) : 飽覽海岸
與水下生態!900 種魚類與無脊椎生
物辨識百科. 下冊, 魚類篇 / 李承錄,
趙健舜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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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5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29-7 (精
裝) NT$900
1.魚類 2.動物圖鑑 3.臺灣 388.5

人類學
失落的地球真相. 1, 被掩蓋的人類演
化史 / 拉杜.錫納馬爾(Radu Cinamar)
著 ; 珊朵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喜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

23X22 公分 .-- (星際傳訊) .-- ISBN
978-986-99109-8-9 (平裝) NT$320
1.人類演化 2.基因組 3.文明史
391.6
人體大圖鑑 = Visual book of the human
body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許懷文
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4 公
分 .-- (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列)(伽利
略科學大圖鑑 ; 5) .-- ISBN 978-986461-261-1 (平裝) NT$630
1.人體學 397
新 護理 師捷 徑 . 八, 解剖生 理學 =
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
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(8), anatomy
& physiology / 周明加, 錢宗良, 李世
雄編著 .-- 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8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18-4 (平
裝)
1.人體生理學 2.人體解剖學 397
醫護生理學 / 張勝豐, 吳芎歷, 褚赮,
駱明潔, 阮勝威, 楊舒如, 林威宇, 毛
歆瑜, 郭純琦合著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59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88-3 (平
裝) NT$800
1.人體生理學 397
新編人類發展學 / 柯惠玲, 金幼婷, 陳
亭蘭, 陳瓊瑤, 黃雅雯, 藍淑芬, 楊惠
娟, 杜晶瑩, 詹美蘭, 張文軫, 陳萩憶,
賴思潔, 祁安美, 施慈峰, 林青曉, 陳
麗津, 陳玉娟合著 .-- 八版 .-- 臺中市 :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96-8 (平
裝) NT$475
1.發育生理學 2.發展心理學 3.人類
發展 397.1
女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/ 高蕊編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樂
活 ; 9) .-- ISBN 978-986-411-145-9 (平
裝) NT$350
1.青春期 2.性教育 3.青少年心理
397.13
腦袋也有青春期! / 王秀園著 .-- 2 版 .- [新北市] :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教育系
列 ; 6) .-- ISBN 978-986-6265-16-7 (平
裝) NT$380

1.青春期 2.腦部 3.青少年心理 4.青
少年問題 397.13
別說不行,試試睪固酮! : 婦產科名醫
解碼中年過後男人的性危機 / 潘俊
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魚文化出
版 :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,
11009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經典
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86-06332-1-4
(平裝) NT$420
1.睪固酮 2.雄性激素 398.69
中年決勝!睪固酮 / 簡邦平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(Dr. Me 健康系列 ; 185) .-ISBN 978-986-06681-8-6 ( 平 裝 )
NT$450
1.睪固酮 2.雄性激素 3.問題集
398.69022

應用科學類
總論
綠色能源科技原理與應用 / 曾彥魁,
霍國慶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4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79-3 (平裝)
NT$420
1.能源技術 2.綠色革命 400.15
前沿科技轉化暨推廣. 2021 : 人工智
慧及生技醫藥-科普文稿電子書 / 林
佳蓉, 陳玫岑, 黃群雅, 楊敏, 葉玟萱,
鄭瑞洲編輯 .-- 高雄市 : 科轉計畫-前
沿科技轉化暨教育應用推廣, 11008 .- 1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36-32-2 (平裝)
1.科技教育 2.人工智慧 3.生物技術
4.生物醫學 403

醫藥
醫學的張力 : 醫學自帶的安慰劑效
應、療效不確定和群我衝突 / 哈利.
柯 林 斯 (Harry Collins), 崔 佛 . 聘 區
(Trevor Pinch)著 ; 李尚仁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左岸科學人文 ; 325) .- ISBN 978-626-95051-0-4 ( 平 裝 )
NT$4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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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醫學

410

健康產業管理 / 王萬琳, 應立志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
11008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31-2-6 (平裝) NT$400
1.健康醫療業 2.企業管理 410.1655
假病真演 : 高聖博和標準化病人的
醫學教育之旅 / 高聖博主述 ; 吳宛霖
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Caring ; 100) .-- ISBN 978986-357-220-6 (精裝) NT$350
1.醫學教育 2.模擬教學 410.3
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. 續集 / 陳永興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281-9 (平裝)
NT$399
1.醫師 2.臺灣傳記 410.9933
碘的奇蹟 : 40 多年來人體健康最被
忽略的重要營養素 / 琳恩.法洛
(Lynne Farrow)著 ; 蕭寶森譯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84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 smile ;
77) .-- ISBN 978-986-5496-39-5 (平裝)
NT$380
1.健康法 2.碘 411.1
養生,你的人生才能從退休後開始 :
辛苦了大半輩子,你該做的不是養老,
而是享受下一個三十年 / 楊力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306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817-9 (平
裝) NT$375
1.健康法 2.養生 411.1
養肌防老 : 日本醫學博士教你遠離
肌少症、失智、衰老的飲食新對策 /
新開省二著 ; 呂丹芸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10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3-3-3 (平裝)
NT$380
1.健康法 2.健康飲食 3.老年 411.1
宗 教生 命關懷 學術 研討會論 文集 .
2020 /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
術研討會編輯委員會主編 .-- 高雄市 :
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, 11008 .- 1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45-1-2 (平裝)
1.養生 2.宗教療法 3.文集 411.107
全家老小不生病的健康瑜珈 / Sujit
Kumar 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

化, 11009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
樹 ; 68) .-- ISBN 978-986-06841-9-3 (平
裝) NT$499
1.瑜伽 2.運動健康 411.15
陰瑜伽 : 平衡之身.和平之心 / Jade
Chang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
文創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90-9 (平裝)
NT$420
1.瑜伽 411.15
神奇五色飲 : 再造繽紛人生 / 林心笛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景有機生物
科技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9-1-3 (平裝)
NT$280
1.健康飲食 2.養生 411.3
飲食騙局 : 瘦肉精、病死豬、灌水
牛、地溝油,好好吃飯怎麼這麼難?
從採購到烹調全部一手包辦,健康飲
食不求人! / 方儀薇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0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15-5 ( 平 裝 )
NT$375
1.健康飲食 2.食療 411.3
*營養學 / 湯曉君, 鄭美莉, 朱映儒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301-5 (平裝)
1.營養學 411.3
簡易輕食料理 : 108 道輕食料理食譜
/ 林心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景
有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6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9-06 (平裝) NT$350
1.健康飲食 2.食物 3.食譜 411.3
多吃素食活得更健康 / 簡芝妍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606-6 (平
裝)
1.健康飲食 2.素食食譜 3.食療
411.371
時尚健康就要愛吃醋 / 簡芝妍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607-3 (平
裝)
1.醋 2.健康法 3.食譜 4.食療 411.4

你喝對水了嗎? / 陳君潔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99-5 ( 平 裝 )
NT$350
1.水 2.健康法 411.41
美國健身第一強人的動機之書 : 14
堂健心課,科學化預防心態雜訊、維
持體能巔峰 / 麥可.馬修斯著 ; 郭曉燕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,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14-2-7 (平裝) NT$420
1.健身運動 2.體能訓練 411.71
習慣要健康 : 每天 5 分鐘,60 天讓你
輕鬆改變的能量指引與實用練習 /
鄧琇文著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
木果文創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Organic 活力 ; 4) .-- ISBN
978-986-99576-6-3 (平裝) NT$380
1.運動健康 411.71
30 秒解痛魔法 : 告別腰痛.肩酸.膝蓋
痛 / 迫田和也作 ; 陳聖怡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11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20-4 (平裝) NT$320
1.運動健康 2.健身操 3.姿勢
411.711
只要 30 秒,超、超、超硬的身體都能
放鬆 : 日本知名物理治療師的神奇
伸展操 / OGATORE(オガトレ)著 ; 蔡
麗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
出版社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91-6 (平裝)
1.運動健康 2.放鬆運動 3.健身操
411.711
健身新手基礎重訓指南 : 背部.手臂.
腿部.核心.臀部,5 大重點部位 x104 組
動作圖解,4 週有效增肌 / 凱爾.亨特
(Kyle Hunt)著 ; 賴孟怡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
樹 ; 165) .-- ISBN 978-986-507-533-0
(平裝) NT$360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3.肌肉
411.711
高效放鬆 / 木野村朱美作 ; 黃怡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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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tyle ; 56) .-- ISBN 978-626-7041-05-5
(平裝) NT$340
1.姿勢 2.健康法 411.75
公共衛生法規與倫理 / 吳秀玲, 許君
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1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90-4 (平裝)
1.公共衛生 2.衛生法規 412
小大人的公衛素養課 / 陳建仁, 胡妙
芬文 ; 廖怡惠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0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815 (精裝) NT$500
1.流行病學 2.傳染性疾病防制 3.通
俗作品 412.409
市市.順利 : 傳統市場抗疫紀實 / 林穎
宣, 施清元, 柯宗廷, 吳沐璇, 沈映瑄,
翁珮恒, 李岱樺, 鍾瑩貞, 曹沛雯, 吳
庭宇, 洪力云, 鄭婷尹, 郭慧作 .-- 初
版 .-- 南投市 :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,
11008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196-2 (平裝)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病毒感染 3.市
場 412.471
守住桃園 守護臺灣 / 桃園市政府衛
生局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
政府衛生局, 11009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15-9 (平裝)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病毒感染 3.桃
園市 412.471
健康管理與促進 / 張萩琴, 廖容瑜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36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854-0 (平裝) NT$520
1.國民健康管理 412.5
健 康 醫 學 密 碼 = Unraveling the
mystery of health / 甘祐瑜, 吳承寯, 宋
紫晴, 李政哲, 林冠群, 邱文進, 唐中
道, 陳嘉興, 陳靜儀, 潘弘偉, 鄧又寧,
謝元欽合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64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31-7 (平
裝) NT$450
1.預防醫學 2.疾病防制 3.保健常識
4.健康法 412.5
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: 概念與實務 /
蕭淑銖, 林挺迪, 許昺奇, 郭育良, 黃
耀輝, 鄭雅文, 李忠霖, 朱馥祺, 黃綉
雯, 王瑞霞, 朱柏青, 秦唯珊, 董靜茹,
吳雪菁, 黃惠榆, 陳宜傳, 陳啟信, 沈
孟璇, 劉益宏, 彭鳳美, 王立潔作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4-610-8 (平裝)
1.勞工安全 2.職業衛生護理 412.53
你一定要知道的 43 項登山醫學知識
/ 陳崇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靈
文創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( 自 慢 ; 4) .-- ISBN 978-98606246-9-4 (平裝) NT$380
1.高山醫學 2.登山 412.84
不動刀、不置入,在家就能做的中醫
美顏 / 沈瑞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430-5 (平裝) NT$380
1.中醫 2.美容 413
疾病密碼 : 揭開中醫識病、辨病、
治病全過程,探知自然、生命與疾病
的奧祕 / 唐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積木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 , 11011 .-- 376 面 ; 23 公 分 .-(Wellness) .-- ISBN 978-986-459-348-4
(平裝) NT$450
1.中醫 2.通俗作品 413
中國醫藥研究叢刊. 第卅三期 =
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,
vol.33 / 趙效明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財
團法人 中國醫 藥研 究發展 基金會 ,
11008 .-- 103 面; 26 公分 .-- 雙年刊 .-ISBN 978-986-81107-7-9 (平裝)
1.中國醫學 2.期刊 413.05
白文譯注<<四聖心源>> / (清)黃元御
原著 ; 孫中堂, 呂芹譯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光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533-5-4 (平裝) NT$350
1.中國醫學 413.1
氣場會講話 / 阮約翰著 .-- 臺北市 : 漢
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168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530-2-1 (平裝) NT$350
1.氣 2.中醫 3.人體生理學 413.16
生活教育經絡學 / 林美卿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桃園市 : 林美卿, 11008 .-- 26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070 (平裝) NT$580
1.經絡療法 2.經穴 3.食療 4.生活態
度 413.165
24 節氣芳療瑜珈全書 : 55 款精油 x46
個經絡穴位 x25 個舒緩瑜珈,營造好

氣色與健康身體 / 出色文化編輯小
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
11010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93-2-6 (平裝) NT$750
1.中醫 2.經絡療法 3.香精油 4.節氣
413.21
中醫對症調理居家養生寶典 : 藥膳
食療 x 外治秘方 x 穴道按摩,羅明宇
博士的 30 年醫案筆記&日常保健療
法 / 羅明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
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9-3-3 (平
裝) NT$550
1.中醫 2.養生 413.21
唐醫師的五色養生 / 唐忻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唐忻, 11010 .-- 16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04-9 (平
裝)
1.中醫 2.養生 3.健康飲食 413.21
算癌症 : 運用大數據、五運六氣、
易經八卦,治療癌症於發生之前! / 樓
中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Care ; 59) .-- ISBN 978957-13-9384-1 (平裝) NT$350
1.中醫 2.養生 3.癌症 4.健康法
413.21
中醫人生 : 40 場思考中醫、探索生
命的對話,一個老中醫的問醫、習醫、
行醫之路 / 婁紹昆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9-512-0 (平裝) NT$780
1.傷寒論 2.方論 413.326
針灸病理與治療 : 針灸治療的根基
在 於 人 體 胚 胎 發 育 = Acupuncture
pathology & treatment : the foundation of
acupuncture treatment based on human
embryonic development / 李水源(李炎)
編著 .-- 臺北市 :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986-06530-3-8 (第 1 冊:平
裝) NT$900 .-- ISBN 978-986-06530-45 (第 2 冊:平裝) NT$900 .-- ISBN 978986-06530-5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900 .- ISBN 978-986-06530-6-9 (全套:平裝)
1.針灸 413.91
董氏(正經)奇穴實用手冊 / 邱雅昌編
著 .-- 第 2 版 .-- 臺北市 : 文光圖書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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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98533-4-7 ( 平 裝 )
NT$650
1.針灸 2.經穴 413.91
國醫大師圖說拔罐 / 李業甫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版社,
11010 .-- 254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絕
招 ; 6) .-- ISBN 978-986-06717-3-5 (平
裝) NT$330
1.拔罐 413.916
推拿師的解剖生理&伸展教科書 / 上
原健志作 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10 .-- 191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144 (平裝) NT$350
1.推拿 2.人體解剖學 413.92
神效祖傳秘方 / 楊柱中編 .-- 第九
版 .-- 基 隆 市 : 生 命 科 學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97-0-8 (精裝) NT$700
1.驗方 2.民間醫藥 414.65
新護理師捷徑. 十一, 病理學 / 徐明洸
作 .-- 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9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19-1 (平裝)
1.病理學 415.1
Saint-Chopra guide 臨床見實習手冊 :
新進見習、實習醫師必備的第一本
書 / Sanjay Saint, Vineet Chopra 原著 ;
李毅評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
書出版社, 11010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8-428-2 (平裝)
1.內科 2.診斷 3.臨床內科 415.2
中級救護技術員教科書 = Emergency
medical technician-Ⅱ textbook / 廖訓禎
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消防
署, 11009 .-- 3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6-15-3 (平裝) NT$360
1.急救 2.緊急醫療救護 3.教育訓練
415.22037
護胃聖經台灣版 : 必知低酸飲食訣
竅 x84 道在地食譜,營養師李婉萍告
訴你如何用 4 週食療護胃 / 李婉萍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9 .-- 224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681 (平裝) NT$380
1.胃疾病 2.保健常識 3.食療 415.52
超級食物飲食革命 : 大腦科學家教
你運用日常食物中最強大的成分,顧
好腸道健康,對抗發炎、預防肥胖、
糖尿病、癌症、憂鬱症、自閉症、

失智症 / 黃玉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Healthy plate ;
19) .-- ISBN 978-986-06452-3-1 (平裝)
NT$420
1.腸道病毒 2.健康法 3.食譜 415.55
糖尿病救星糖尿病大解密 : 「停止
攝取糖分」、「降低胰島素」,才是
成功治癒第 2 型糖尿病的關鍵。 / 傑
森.方(Jason Fung)著 ; 劉又菘譯 .-- 修
訂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
百科 ; 38) .-- ISBN 978-626-7009-62-8
(平裝) NT$380
1.糖尿病 2.健康法 415.668
皮膚科住院醫師手冊 / 鶴田大輔原
著 ; 劉承翰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
記圖書出版社, 11009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24-4 (平裝)
1.皮膚科 415.7
尋找沒有傷害的藥 / 許庭源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臺灣整合醫學協
會, 11009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453-3-9 (平裝) NT$300
1.過敏性疾病 2.乳酸菌 3.食療
415.74
過敏大魔王 / 王一雅作 ; 張芸荃插
畫 .-- 初版 .-- [桃園市] : 目川文化數
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6 面; 27
公分 .-- (衛教小尖兵 ; 5) .-- ISBN 978986-06102-7-7 (精裝) NT$320
1.過敏性疾病 2.繪本 415.74
頭髮有救了!奇蹟育髮聖經 : 用精油、
穴道按摩,啟動黑髮生長力,白髮、掉
髮、禿髮、受損髮質都能改善! / 賴
之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樹林出
版社, 11009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(名
醫 健 康 書 ; 46) .-- ISBN 978-98606737-3-9 (平裝) NT$380
1.毛髮疾病 2.健康法 415.775
錄 影 尿 動 力 學 = Videourodynamic
study / 郭漢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金名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3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87-8 (平
裝) NT$1200
1.尿流動力學 2.泌尿生殖系統疾病
415.803
*失智症的知识传播、防治与社区照
护 / 苏裕盛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屏東
市 : 蘇裕盛, 11008 .-- 189 面; 24 公分 .- 正體題名:失智症的知識傳播、防

治與社區照護 .-- ISBN 978-957-439242-1 (平裝) NT$250
1.失智症 2.健康照護 415.934
有尊嚴的照護 : 寫給失智者與他的
家人們,創造友善的照護關係 / 里村
佳子作 ; 王良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4-277-2 (平裝) NT$380
1.失智症 2.健康照護 3.老人養護
415.934
失智 100 問 / 支伯生, 王志宏, 牛湄湄,
李昀諠, 吳淑惠, 何頌揚, 李耀東, 邱
青萸, 林佳霈, 林依儂, 胡朝榮, 陳亮
宇, 陳亮恭, 許庭榕, 張傑文, 張惠萍,
郭慈安, 黃立楷, 黃明裕, 黃綺虹, 廖
于萱, 趙書屏, 甄瑞興, 鄭又升, 鄧如
涵, 蔡沛穎, 蔡芳文, 蔡佳芬, 劉美齡,
駱菲莉, 賴資賢, 鍾孟修, 鍾炘穎, 簡
文仁, 簡妙凌, 顏亭如撰文 ; 陳韻如主
編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,
106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5-4653-8 (平裝) NT$180
1.失智症 2.健康照護 3.問題集
415.934022
征服阿茲海默症 : 從病變基因、造
假風波到藥物研發,與疾病對抗的最
前線戰士,如何幫助患者及其家人找
到解方 / 下山進作 ; 林詠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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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
KJ2025) .-- ISBN 978-986-289-625-9
(平裝) NT$480
1.阿茲海默氏症 415.9341
阿茲海默症全方位終結計畫 : 任何
年齡都適用,能提升認知能力、逆轉
認知退化的完整指南(ReCODE 療法
終 極 版 ) / 戴 爾 . 布 萊 迪 森 (Dale E.
Bredesen)著 ; 王心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009 .-- 2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9-4-7 (平裝) NT$460
1.阿茲海默氏症 415.9341
高齡藝術與預防失智症 : 藝術課程
活動設計 / 林端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0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80-0 (平裝) NT$500
1.老年失智症 2.藝術治療 3.教學活
動設計 415.93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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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sh 氏臨床精神病理學 : 精神醫學之
症狀及病徵 / Patricia Casey, Brendan
Kelly 原著 ; 孔繁鐘, 莊宗運譯 .-- 四
版 .-- 新 北 市 : 合 記 圖 書 出 版 社 ,
11009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8-425-1 (平裝)
1.精神醫學 415.95
那一天,憂鬱症找上了我 : 從拒絕承
認到勇敢面對,一個記者戰勝憂鬱症
的真實告白 / 金正源著 ; 黃莞婷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(平安叢
書 ; 第 694 種)(Upward ; 122) .-- ISBN
978-986-5596-38-5 (平裝) NT$280
1.憂鬱症 2.通俗作品 415.985
抑鬱症 : 一個正常人,邁向抑鬱症的
過程 / 易文堯作 .-- 桃園市 : 易文堯,
11008 .-- 38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79-7 (平裝)
1.憂鬱症 2.心靈療法 3.靈修
415.985
憂鬱是因為你的大腦生病了 : 照照
磁波,活化腦區,輕鬆改善身心疾病 /
洪敬倫, 唐子俊, 台灣臨床 TMS 腦刺
激學會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生活健康 ; B494) .-- ISBN 978986-5408-63-3 (平裝)
1.憂鬱症 2.電療法 3.腦部 415.985
焦慮症必修課!終極自救指引 / Daniel
Illy 原著 ; 潘金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010 .-- 1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26-8 (平
裝)
1.焦慮症 415.992
人際過敏症 / 岡田尊司著 ; 張婷婷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Issue ; 36) .-- ISBN 978-95713-9319-3 (平裝) NT$300
1.精神疾病 415.994
遺忘之屋 / 火月桂(Rachel Ip)文 ; 蘿拉.
休斯(Laura Hughes )圖 ; 葉嘉青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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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0784-510 (精裝) NT$350
1.失憶症 2.繪本 415.996
有溫度的手術刀 : 一個頂尖外科醫
師的黑色喜劇 / 陳光超著 .-- 初版 .--

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Vision ;
215) .-- ISBN 978-986-406-252-2 (平裝)
NT$320
1.外科 2.專科醫師 3.醫病關係 4.通
俗作品 416
我是公主,我有病呻吟 : 我與可惡的
乳癌和動輒得咎的自我意識拚鬥的
人生 / 覃正萱(公主)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410-7 (平裝) NT$350
1.乳癌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416.235
擁抱生命的不完美 / 陳燕麟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 (醫學人文 ; 23) .-- ISBN 978-98606585-9-0 (平裝) NT$400
1.陳燕麟 2.肌肉萎縮症 3.傳記
416.64
從齒開始健康生活 : 口腔保健全方
位指南 / 史書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(健康百科 ; 53) .-- ISBN
978-626-7009-73-4 (平裝) NT$399
1.口腔衛生 2.衛生教育 416.9951
助產實務健康照護 / 李嘉雯, 周雪棻,
高美玲, 張靜宜, 方月吟編著 ; 高千惠
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方集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14-1 (平
裝) NT$350
1.助產教育 417.4

情緒修復藥草聖經 : 101 種紓壓排毒、
緩解焦慮、提升免疫力的天然草本
配方 / 蒂娜.薩姆斯著 ; 蘇郁捷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89-5-7 (平裝) NT$450
1.植物性生藥 2.自然療法 418.52
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訂與落實
之研討 / 程馨, 葉映君作 ; 陳綠蔚, 張
鴻仁主編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中技
社, 11008 .-- 14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44-7-8 (平裝)
1.製藥業 2.生物技術業 3.法規
418.61
操作治療學與義肢裝具及輔具學 /
陳翰裕, 劉明豊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
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41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790-6 (平裝) NT$400
1.操作治療 2.義肢 3.科技輔具 4.物
理治療 418.9313
30 秒肌肉復位術 僵硬、疼痛瞬間消
解 / 黃烟輝作 ; 龔亭芬翻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1 .-- 15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27-3 (平裝) NT$320
1.肌筋膜放鬆術 2.徒手治療
418.9314

彩色圖解藥理學快讀入門 / Michael J.
Neal 原著 ; 劉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009 .-- 12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23-7 (平
裝)
1.藥理學 418.1

筋膜修復對症手療書 : 美國筋膜變
形協會權威,圖解六大筋膜變形模式;
免開刀、不吃藥、無須特殊器材......
徒手治療就有解! / 托德.卡皮斯特蘭
特 (Todd Capistrant), 史 蒂 芬 . 雷 伯
(Steve LeBeau)著 ; 鄭方逸譯 .-- 初版 .- [臺北市]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0-37-0 (平裝) NT$350
1.肌筋膜放鬆術 2.徒手治療
418.9314

新護理師捷徑. 九, 藥理學 / 華杏編輯
部編著 .-- 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1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17-7 (平
裝)
1.藥理學 418.1

靈性諮商 : 心靈成長之旅 70 問 / 何
長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76-6 (平
裝) NT$400
1.心靈療法 2.諮商心理學 418.98

西洋藥草百科 / 安德魯.薛瓦利耶作 ;
林婉婷, 賴柏任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1 .-- 3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26-6 (平裝) NT$1200
1.藥用植物 2.植物性生藥 418.52

零極限.第五真言 : 荷歐波諾波諾的
進 階 清 理 與 釋 放 / 喬 . 維 泰 利 (Joe
Vitale)著 ; 張國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新時代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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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; 700194) .-- ISBN 978-986-175-6325 (平裝) NT$300
1.宗教療法 2.靈修 3.成功法
418.982
榮格取向藝術遇療 : 療癒原理與效
應 / 徐玟玲, 吳雅琪, 曾彥茹, 買怡貞,
葉菀婷, 陳奕璇, 洪瑩懿, 秦于絜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16-3-9 (平裝) NT$250
1.藝術治療 418.986
日本第一植物療法師的天然藥方 :
40 種常見食材、100 種香藥草、精
油,解決你 70 種日常健康需求 / 森田
敦子著 ; 黃姿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9-8-5 (平裝) NT$380
1.自然療法 2.藥用植物 418.99
自然醫學 DIY / 王永憲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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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商
周養生館) .-- ISBN 978-626-7012-69-7
(平裝) NT$340
1.自然療法 2.健康法 418.99
能量療癒 / 楊良玉著 .-- 新北市 : 楊
良玉, 11009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67-4 (平裝) NT$250
1.自然療法 2.能量 3.健康法 418.99
不費力的身心充電法 : 人體生物場
的 祕 密 / 艾琳. 戴. 麥 庫 西 克(Eileen
Day Mckusick)著 ; 王譯民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254-8 (平裝) NT$420
1.另類療法 2.能量 3.生物電磁學
418.995
天然草本芳療聖典 : 21 款花草精油
&200 多種私密芳療配方打造無毒香
氛家園 / 羽鳥冬子著 ; 鄭純綾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香
氛漫 ; 2) .-- ISBN 978-986-302-600-6
(平裝) NT$380
1.香精油 2.芳香療法 418.995
水晶陣全書 / 茱蒂.霍爾(Judy Hall)著 ;
謝明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雁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:
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010 .-- 176 面;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84-9 (平
裝) NT$480
1.另類療法 2.水晶 3.能量 418.995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14-6 (平
裝)
1.護理行政管理 419.65

為療癒而生 : 頭薦骨共振的內在核
心力 / Chintan Veet 欽騰, Celine Wang
蒔琳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晰流心靈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9-0-6 (平裝)
NT$400
1.骨療法 2.自然療法 418.995

圖 解 復 健 照 護 技 巧 / Mary Alice
Duesterhaus Minor, Scott Duesterhaus
Minor 原著 ; 黃孟雯, 陳怡靜, 劉映芊,
陳奕穎, 黃瀞儀, 尤姿婷, 羅翔莙, 郭
姮妤, 蕭品郁, 蔡鴻儒, 周玉萍譯 .-- 七
版 .-- 新 北 市 : 合 記 圖 書 出 版 社 ,
11009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8-427-5 (平裝)
1.復健護理 419.7

視覺化數位圖形互動操作介面之設
計研究 / 尚祚恒著 .-- 臺北市 : 城邦
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2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716 (精裝) NT$200
1.醫療資訊學 2.管理資訊系統 3.醫
病關係 419.029
醫療行銷管理 / 趙海倫, 楊文惠, 蔡坤
圻, 施博文, 陳芬如, 秦兆瑋, 楊鎮維,
林政德, 蕭淑華, 何清治, 林政彥合
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62-792-0 ( 平 裝 )
NT$380
1.健康服務行銷 2.醫療服務 3.行銷
管理 419.2
新護理師捷徑. 二, 護理學及護理技
術 =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
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. 2, nursing &
nursing techniques / 劉月敏, 康明珠
作 .-- 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09-2 (平裝)
NT$470
1.基本護理學 419.6
護理理論與實務應用 = Nursing theory
and practice / 杜友蘭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7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4-620-7 (平裝)
1.護理學 419.6
小組對話教學與研究 : 團體分析取
向 / 蔣欣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179-4 (平裝) NT$450
1.護理教育 2.團體學習 3.教學研究
4.教學法 419.63
新護理師捷徑. 一, 護理行政 / 王淑卿,
林笑作 .-- 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30 面;

新 護理 師捷 徑 . 四, 婦產科 護理 =
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
certification
examinations.
4,
gynecologic and obstetric nursing / 徐明
葵作 .-- 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13-9 (平裝)
1.婦科護理 2.產科護理 419.83
新 護理 師捷 徑 . 五, 小兒科 護理 =
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
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. 5, pediatric
nursing / 陳純真, 盧惠文作 .-- 二十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52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4-611-5 (平裝)
1.小兒科護理 419.84
新 護理 師捷 徑 . 六, 精神科 護理 =
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
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. 6, psychiatric
nursing / 王美業, 李淑雯, 羅筱芬作 .- 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94-616-0 (平裝)
1.精神科護理 419.85
新護理師捷徑. 七, 社區衛生護理 / 李
復惠, 林麗鳳, 邱馨誼作 .-- 二十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5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4-612-2 (平裝)
1.社區衛生護理 419.86

家政
收納櫃設計完全解剖書 : 好用的櫃
子就是要這樣設計!從機能、動線、
尺寸和材質開始,讓家住得更舒適!收
納從此沒煩惱! / 漂亮家居編輯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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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24 面; 22 公
分 .-- (圖解完全通 ; 27) .-- ISBN 978986-408-736-5 (平裝) NT$450
1.家庭佈置 2.室內設計 3.櫥 422.34
麻理惠的怦然心動筆記 : 整理女王
的第一本插畫問答整理魔法書 = The
Konmari Companion / 近藤麻理惠作 ;
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12 面;
24 公分 .-- (方智好讀 ; 144) .-- ISBN
978-986-175-634-9 (平裝) NT$320
1.家庭佈置 422.5
無印良品 居家辦公 簡約時尚 整理
哲學 / mujikko, pyokopyokop, miji &多
位達人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16-0 (平
裝) NT$300
1.家庭佈置 2.空間設計 422.5
斷捨離的簡單生活 / 山下英子著 ; 蘇
聖翔, 高詹燦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一起來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14-1-0 (平裝)
NT$380
1.家庭佈置 2.生活指導 422.5
彩繪造型設計 : 髮型、化妝、彩繪
等整體造型設計畫 / 呂姿瑩編著 .-五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67-8 (平裝)
NT$520
1.美容 2.髮型 3.化粧術 425
修身顯瘦の離心運動 : 利用離心力,
只做 5 個「往下的動作」,一天一
次,4 週身型明顯瘦一圈 / 石村友見
著 ; 蔡麗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144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樹 ; 164) .-ISBN 978-986-507-508-8 ( 平 裝 )
NT$330
1.塑身 2.健身操 425.2
葉老師十堂課教你學會剪髮 / 葉釗
珍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葉釗珍,
11010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80-3 (平裝) NT$900
1.美髮 425.5
討喜又可愛!樋口愉美子的動物刺繡
圖案集 / 樋口愉美子著 ; 夏淑怡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96 面; 20X21 公分 .- (愛刺繡 ; 28) .-- ISBN 978-986-302597-9 (平裝) NT$380
1.刺繡 2.手工藝 426.2

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(健康力) .-- ISBN 978-957-08-5979-9
(平裝)
1.食譜 2.大蒜 427.1
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19-9 (平
裝) NT$420
1.點心食譜 427.16

軟萌穿搭日常 可愛動物造型手織服
42 款 / 川路祐三子著 ; 林麗秀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(愛
鉤織 ; 70) .-- ISBN 978-986-302-598-6
(平裝) NT$380
1.編織 2.手工藝 426.4

沒事,就做菜吧 : 師承米其林主廚,張
庭瑚教你煮出星級美味 / 張庭瑚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898-7 (平裝)
1.食譜 427.1

日本甜點名師的奶油研究室 : 滑順
濃郁 x 完美融合 x 吸睛妝點 / 坂田阿
希子著 ; 徐瑜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478 (平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
零碼布變布包 : 大膽組合 x 趣味玩色
更有設計感! / BOUTIQUE-SHA 授權 ;
Alicia Tu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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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(輕.布作 ; 50) .-- ISBN 978957-9623-75-9 (平裝) NT$380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426.7
輕便出門剛剛好の人氣斜背包 /
BOUTIQUE-SHA 授權 ; 夏淑怡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
手作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9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(輕‧
布作 ; 38) .-- ISBN 978-957-9623-74-2
(平裝) NT$280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426.7
Why?料理實驗室 / 崔鍾[]原作 ; 李俊
熙繪 ; 楊舒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164 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83-2 ( 平 裝 )
NT$300
1.烹飪 2.漫畫 427
烹飪料理祕訣 /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.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88 面; 17X1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3-56-2 ( 平 裝 )
NT$200
1.烹飪 2.食譜 427
10 分鐘 OK!輕鬆做出暖心又暖胃の
湯便當 / 有賀薰著 ; 林萌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皇冠叢
書 ; 第 4976 種)(玩味 ; 22) .-- ISBN
978-957-33-3788-1 (平裝) NT$320
1.食譜 2.湯 427.1
吃出免疫力的大蒜料理 : 煮麵、煲
湯、拌飯、提味,34 道蒜味料理,美味
上桌! / 金奉晶著 ; 陳品芳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涼拌菜料理 / 李志鴻, 李哲松著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88 面; 17X1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3-55-5 (平裝) NT$200
1.食譜 427.1
帶著菜刀去流浪 / 江冠明作 .-- 臺東
縣卑南鄉 : 江冠明, 11007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66-0 (平
裝) NT$780
1.烹飪 2.食譜 427.1
開心的酵 / 連美娟, 吳念庭, 何先珍
著 .-- 初 版 .-- 新 竹 市 : 連 美 娟 ,
11009 .-- 9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19-3 (精裝) NT$320
1.食譜 2.醱酵 3.酵素 427.1
喝湯減肥 : 美國減重名醫的 88 道低
醣燃脂食譜,專減內臟脂肪 / 凱莉安.
佩崔西(Kellyann Petrucci)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10 .-- 292 面;
23 公分 .-- (健康樹 ; 70) .-- ISBN 978986-06993-0-2 (平裝) NT$550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3.減重 427.1
電鍋燉瘦身湯 /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608-0 (平裝)
1.食譜 2.湯 427.1
酸辣開胃!東南亞涼拌、主食、甜點
和飲品 : 詳細食材介紹與做法說明,
料理新手也能學的南洋風美食 / 陳
友美 Yumi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
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
24 公分 .-- (Cook ; 50212) .-- ISBN 978986-06659-5-6 (平裝) NT$380
1.食譜 2.東南亞 427.138
Nora 桶子葉的全植物能量點心 : 從
燕麥棒、能量球、脆片、鬆餅到點
心杯,50 道 VEGAN X 超級食物的無
麩質一口點心 / Nora 桶子葉作.攝
影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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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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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上最強布丁果凍甜點配方 / 福岡
直子作 ; 胡家齊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出版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(Joy cooking ;
145) .-- ISBN 978-986-6210-80-8 (平裝)
NT$30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平底鍋的 71 款美味 : 輕鬆用平底鍋
做出各國的美味;法式、美式、英式、
泰式-----等。讓您盡情享受幸福好食
光! / 于美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食
為天文創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9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21-3-6 (平
裝) NT$32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名師親授經典蛋糕 : 一次學會傳統
古味、時尚潮流全部收錄 / 許正忠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食為天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21-4-3 ( 平 裝 )
NT$48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吳介甫的熱賣麵包課 : 經典台式.人
氣吐司.軟硬歐包,46 款必學美味麵包
全圖解 / 吳介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(生活樹 ; 89) .-ISBN 978-986-507-507-1 ( 平 裝 )
NT$420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呂昇達 : 職人手作吐司全書 / 呂昇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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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6-32-2 (平裝) NT$550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河田勝彥の永恆典藏甜點 / 河田勝
彥作 ; 李亞妮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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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10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0-53-3 (精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烘焙丙級技能檢定 : 學/術科試題精
析 : 含麵包職類、西點蛋糕職類、
餅乾職類 / 王俊勝, 黃俊儒, 吳青華,
張潔婷, 吳佩霖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
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763-0 (平裝) NT$450
1.點心食譜 2.烹飪 427.16
盛夏奇幻礦物甜點 : 晶透輕盈的迷
幻色彩 : 結晶洋菜凍、母岩慕斯雪
酪、礦石糕點、行星冰品食譜 =
Minéraux de bonbons summer / 佐藤佳
代子著 ; 沈俊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515-3 (平裝) NT$380
1.點心食譜 427.16
過敏孩子也能安心吃の自然酵種麵
包 / マスジマトモコ作 ; 周欣芃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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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96 面; 26 公
分 .-- (悅滋味 ; 136) .-- ISBN 978-9865520-54-0 (平裝)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3.烹飪 427.16
厭世甜點店 : 42 道拯救你厭世人生
的美味甜點 / 拿拿摳(蔡岳勳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(生活樹 ; 90) .-- ISBN 978-986-507534-7 (平裝) NT$380
1.點心食譜 427.16
魯邦種的奧義 / 賴毓宏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(烘焙生
活 ; 26) .-- ISBN 978-957-9065-59-7 (平
裝) NT$420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日日便當好食光 : 168 道美味菜色提
案,一人食也能吃出儀式感! / 大西綾
美著 ; 黃嫣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485 (平裝)
1.食譜 427.17
今天吃素便當 : 異國風、重口味、
古早味、低卡養生等 150 道美味料

理自由配 / 齋心主廚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(Cook ;
50213) .-- ISBN 978-986-06659-7-0 (平
裝) NT$420
1.素食食譜 427.31
極光飯糰.100 道的幸福滋味 : 1500 個
家庭見證!免基礎、零失敗的米料理
/ 極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4 公
分 .-- (圓神文叢 ; 304) .-- ISBN 978986-133-786-9 (平裝) NT$350
1.飯粥 2.食譜 427.35
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: 學/
術科教戰指南 / 蘇涵瑜, 胡盛春, 蔡佳
怡, 盧玫吟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774-6 (平裝) NT$490
1.飲料 2.考試指南 427.4
暢飲!私房手調冷飲 : 自製風味糖漿、
繽紛冰磚、嚼感配料,調配出清涼解
渴的凍飲 X 茶飲 X 蔬果汁 / 花祥育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
有限公司出版 : 聯合發行股分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9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 (廚房 Kitchen ; 119) .-- ISBN 978-98606658-8-8 (平裝) NT$340
1.飲料 2.茶食譜 427.4
打造出色調酒師的 12 週雞尾酒練習
課 : 41 堂課程、90 個練習、超過 300
道酒譜,所有必備的工具材料、調製
的技巧,讓你在家自學也能成為雞尾
酒調飲的專家 / 約恩. 德米爾斯曼
(Yoann Demeersseman)著 ; 克蘿伊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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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37-1 (平
裝) NT$550
1.調酒 427.43
環遊世界八十杯 / 朱爾. 高貝特潘
(Jules Gaubert Turpin), 亞德里安.葛蘭.
史 密 斯 . 碧 昂 奇 (Adrien Grant Smith
Bianch)著 ; 韓書妍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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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0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43-9 (平裝) NT$880
1.酒精飲料 2.葡萄酒 3.酒 427.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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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爐口味 : 運用 65 種醬料,作出 100+
風味烤肉,讓你的烤肉和別人不一樣!
= 100+ flavors of BBQ / 爐卡斯(Lucas
Chen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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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72 面; 23 公
分 .-- (廚房 Kitchen ; 118) .-- ISBN 978986-06658-7-1 (平裝) NT$480
1.調味品 2.食譜 427.61
食材保鮮事典 : 收錄 166 種居家常見
食材,常溫、冷藏、冷凍、乾燥都輕
鬆搞定 / 沼津理惠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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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0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3-49-5 (平裝) NT$450
1.食品保存 427.7
醃漬 X 風乾 : 40 款延長食物風味的
天然保存法 / 按田優子著 ; 顏理謙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(生活樹系列 ; 91) .-- ISBN 978986-507-539-2 (平裝) NT$350
1.食譜 2.食物鹽漬 3.食物乾藏 4.食
品保存 427.7
烘焙學 / 盧訓, 張惠琴, 徐永鑫, 曾素
芬, 蘇翠娟, 葉連德, 周小鈴, 黃士禮,
劉發勇, 許燕斌, 蔡銘, 陳立真, 黃湞
鈺, 饒家麟, 李志勇, 張明旭, 廖漢雄
合著 .-- 五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54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2-797-5 ( 平 裝 )
NT$620
1.烹飪 2.點心食譜 427.8
放養孩子,是為了讓他成為更好的大
人 : 結合蒙特梭利與阿德勒心理學,
日本 92 歲阿嬤的奇蹟育兒法 / 大川
繁子著 ; 李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683 (平裝)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3.蒙特梭利教學
法 428
0-24 個月素食寶寶副食品營養全書
全新修訂版 / 楊忠偉, 陳開湧, 楊惠貞,
林志哲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
母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 184 面 ; 26 公 分 .-- ( 育 兒 通 ;

SR0077Y) .-- ISBN 978-626-7008-05-8
(平裝) NT$480
1.育兒 2.小兒營養 3.素食食譜
428.3
動出高智能的運動遊戲,10 歲前才是
關鍵!掌握黃金成長期,讓孩子建立自
信,越動越聰明 / 柳澤弘樹著 ; 邱香凝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89-633-4 (平裝) NT$399
1.育兒 2.感覺統合訓練 3.親子遊戲
4.親職教育 428.6

公司, 11008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1-45-4 (平裝)
1.農業 430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
場年報. 109 年 = Annual Report 2020 :
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
and Extension Station / 陳勵勤, 侯惠珍
主編 .-- 臺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臺南區農業改良場, 11008 .-- 143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53-8 (平
裝) NT$800
1.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
良場 2.農業推廣 3.臺灣 430.39

專為 0-3 歲設計!蒙特梭利遊戲大百
科 : 實境式圖解!激發孩童腦部五大
領域發展,160 個就地取材的啟蒙遊
戲 / 朴洺珍著 ; 陳靖婷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美藝學苑出版社, 11010 .-2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22041-8 (平裝) NT$350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3.蒙特梭利教學
法 428.8

農產品 GLOBALG.A.P.管理應用指引
/ 王仁晃, 朱雅玲, 江一蘆, 李柔誼, 官
青杉, 邱國棟, 唐佳惠, 孫佩勤, 徐敏
記, 張為斌, 張哲嘉, 許偉玲, 陳盟松
作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科
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, 11009 .-- 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254-9-9 (平
裝)
1.農業經營 2.永續農業 3.品管認證
431

說故事改變生命 / 謝慧燕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上好社會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276-1-1 ( 平 裝 )
NT$300
1.說故事 2.閱讀 3.親職教育 428.83

南宋的農村經濟 / 梁庚堯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1 .-- 39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002-3 (平裝)
1.農業經濟 2.南宋 3.中國
431.092052

0 歲天才教育的祕訣 / 智能王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苗子強, 11008 .-- 448
面; 21 公分 .-- (智能王嬰幼兒大腦潛
能 開 發 天 才 教 育 系 列 叢 書 ; 7) .-ISBN 978-957-43-9175-2 ( 平 裝 )
NT$720
1.胎教 2.懷孕 429.12

紅龍果外銷流程技術手冊 / 江一蘆,
余建美, 吳俊達, 林妤姍, 林筑蘋, 邱
一中, 徐敏記, 陳俊憲, 陳素琴, 黃毓
斌, 黃慶文, 葉建明, 劉碧鵑, 蔡志濃
作 ; 吳俊達, 莊凱恩, 林盈甄, 江秀娥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農業試驗所, 11010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52-1 (平裝)
1.農產運銷 2.水果 3.外銷 431.25

坐月子一定要吃得營養 / 陳世峰, 李
婉萍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
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
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9 .-- 18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3-609-7 (平裝)
1.婦女健康 2.產後照護 3.食譜
429.13

農業
農業概論總整理 = The arrangement of
introduction to agricutlture / 紀柏任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

番石榴外銷美國技術手冊 / 吳俊達,
林盈甄, 林慧玲, 洪爭坊, 陳俊憲, 陳
素琴, 黃慶文, 葉建明, 謝鴻業作 ; 林
慧玲, 莊凱恩, 林盈甄, 江秀娥編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農業試驗所, 11010 .-- 77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55-51-4 (平裝)
1.農產運銷 2.水果 3.外銷 431.25
500 年咖啡豆種發現史. 上冊, 起源 :
從葉門到肯亞 / 梁中偉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盛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
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57-0-8 (精裝) NT$11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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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咖啡

434.183

*小飛馬的禮物 / 曾琤編 ; 劉紀君繪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美育旺旺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 面; 29
公分 .-- (音樂律動在我家) .-- ISBN
978-986-06953-1-1 (精裝)
1.蔬菜 2.水果 3.繪本 435.2
水耕栽培多肉植物 / 米原政一作 ; 林
芷柔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95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28-0 (平裝)
NT$320
1.多肉植物 2.無土栽培 435.48
毛孩芳香療法與按摩手冊 =
Handbook of aromatherapy caring and
massage technique for pets / 盧智香, 吳
昆泰聯合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
台灣宇雄國際生醫科技教育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163 面; 19X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106-0-3 (平裝)
1.寵物飼養 2.芳香療法 3.按摩
437.3
日本金牌貓醫生的圖解貓咪學 : 愛
貓行為解讀 X 日常飼育指南 X 疾病
預防照顧,喵皇的疑難雜症全解析 /
服部幸著 ; 蔡斐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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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2-57-4 (平裝) NT$370
1.貓 2.寵物飼養 3.動物行為
437.364
貓貓這樣吃不生病 : 人氣獸醫師給
貓主子的 46 道手作鮮食,日常保健 X
對症飲食 X 主僕共餐,讓愛貓幸福長
壽! / 浴本涼子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9-40 (平裝) NT$399
1.貓 2.寵物飼養 3.食譜 437.364
第一次養兔兔就上手! / 岡野祐士作 ;
蔡婷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59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21-1 (平
裝) NT$350
1.兔 2.寵物飼養 437.374
第一次養龍貓就上手 / 田向健一作 ;
黃琳雅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29-7 (平
裝) NT$320

1.鼠 2.寵物飼養

437.394

午仔魚繁殖、重要疾病防治 / 朱永
桐, 魯懿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
政院農 業委員 會家 畜衛生 試驗所 ,
11008 .-- 61 面; 30 公分 .-- (水產動物
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 ; 23) .-- ISBN
978-986-5455-50-7 (平裝)
1.魚產養殖 2.疾病防制 438.51
水產概論 / 韓玉山, 黃怡誠, 黃振庭,
張以杰, 許翔奕, 張芳齊, 陳石崇作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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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0-485-6 (平裝) NT$500
1.水產業經營 438.6
新手不失敗 五種自製酵母在家做出
鬆軟口感麵包 / 蔡忠憲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10 .-- 256 面;
26 公分 .-- (好食光 ; 32) .-- ISBN 978986-06993-1-9 (平裝) NT$480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439.21
臺灣麵粉工業發展史 / 賴信真, 劉曜
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區麵粉
工業同業公會, 11010 .-- 2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39-0-2 (平裝)
NT$500
1.麵粉 2.農產品加工 3.產業發展 4.
臺灣 439.21
臺灣茶葉感官品評實作手冊 / 行政
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1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60-2 ( 平 裝 )
NT$350
1.製茶 2.茶葉 3.茶藝 439.4

工程

1.材料力學 2.應用力學 3.材料強度
440.21
工程材料 / 陳純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
[桃園市] :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9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5-562-6 (精裝) NT$600
1.工程材料 440.3
專利實務論 = Patent practice / 冷耀世
編著 .-- 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82-3 (平裝)
NT$360
1.專利 440.6
製圖實習搶分祕笈 / 歐陽弘, 廖美雯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弘揚圖書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72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57-1-2 (上冊:平裝)
1.工程圖學 2.教學實習 440.8
測量實習搶分秘笈 / 孫德昌, 林博文
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弘揚圖書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400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57-2-9 ( 平 裝 )
NT$500
1.測量學 2.工程測量 440.9
結構矩陣分析程式方法 / 曾世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97-214-4 ( 平 裝 )
NT$200
1.結構工程 441.21
解說結構學 / 歐陽編著 .-- 修訂三
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1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7-217-5 (平裝) NT$680
1.結構工程 441.21

高等工程數學 / 程雋編著 .-- 修訂十
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687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7-216-8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600
1.工程數學 440.11

彰化縣歷史建築鹿港和興派出所修
復及再利用計畫 / 呂政道計畫主持 .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
11010 .-- 3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3-16-7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1200
1.公共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護 4.彰化縣 441.41

材料力學 / Barry J. Goodno, James M.
Gere 著 ; 余念一譯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9 .-- 58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282-99-4 (平
裝)

最新實用建築法規 / 詹氏書局編輯
部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局,
11009 .-- 888 面; 26 公分 .-- 革新編目
版 .-- ISBN 978-957-705-625-2 (平裝)
NT$500
1.營建法規 441.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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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研讀
攻略. 三, 裝修工法編 / 晨興編著 .-四版 .-- 臺北市 :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
室, 11010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82-2-2 (平裝)
1.建築工程 2.施工管理 441.52
後疫居家設計,住進健康自然好宅! :
只要做對格局、採光、通風、隔熱、
調溼 5 件事,體質好就好住! / 漂亮家
居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24 面;
22 公分 .-- (圖解完全通 ; 26) .-- ISBN
978-986-408-730-3 (平裝) NT$450
1.房屋建築 2.綠建築 3.室內設計
441.52
高層建築の上部構造施工篇 / 李景
亮, 林煌欽, 蘇煜瑄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279-3 (平裝) NT$350
1.建築工程 2.施工管理 441.52
虎尾登記所後方日式宿舍基礎調查 /
黃棟群計畫主持 .-- 第一版 .-- 雲林縣
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008 .-- 4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14-0 (平
裝) NT$1200
1.宿舍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雲林縣虎尾鎮 441.595
澎湖縣歷史建築篤行十村(時光迴廊
等 9 戶)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/ 楊仁
江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.-- 第一版 .-- 澎
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,
11008 .-- 8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7-68-9 (平裝)
1.宿舍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澎湖縣 441.595
海岸管理白皮書 / 林秉勳, 林世民, 張
順勝, 廖文弘, 望熙娟, 許嘉玲, 林逸
璇編撰 .-- 臺北市 : 內政部, 11008 .-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14-6 (平裝) NT$200
1.海岸 2.環境規劃 3.海洋環境保護
443.3
考量失智症患者外出需求之定位追
蹤與主動救援系統 / 吳槐桂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2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4-75-4 (平裝) NT$300

1.衛星導航 2.人工智慧 3.失智症
444.95
3 小時讀通基礎機械設計 / 門田和雄
著 ; 陳怡靜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世
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科學視界 ; 256) .-- ISBN 978986-5408-64-0 (平裝) NT$320
1.機械設計 446.19
CAMWorks 高效能加工武功祕笈 / 徐
永源, 胡家恩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
11009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0-150-4 (平裝)
1.數控工具機 2.SolidWorks(電腦程
式) 3.電腦輔助製造 446.841029
CNC 玩創意 : 使用 BRAVOPRODIGY
雕銑機 / 任陽設計團隊, 許雅婷, 唐詩
蓓, 張允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任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8-06 (平裝)
1.機械工作法 2.電腦程式設計 3.切
削機 446.893029
高齡駕駛換照完全手冊 / 世一文化
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7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111 (平裝)
1.汽車駕駛 2.考試指南 447.17
機車原理與實習 / 陳富民, 陳耀輝, 王
重元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04-4 (平
裝)
1.機車 447.33
Why?無人機 / 曹永先原作 ; 李永鎬
繪 ; 阿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4 面;
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- ISBN
978-986-5539-85-6 (平裝) NT$300
1.飛行器 2.遙控飛機 3.漫畫 447.7
太空奇談 : 解密人類探索外太空的
七宗災難 / 王立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281-4 (平裝) NT$380
1.太空工程 2.太空飛行 3.太空船 4.
太空人 447.9
乙級太陽光電設置學科解析暨術科
指導 / 黃彥楷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
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724 (平裝) NT$360
1.太陽能發電 2.發電系統 448.167
室內配線乙丙級學術科集錦 / 曾相
彬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
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69-2 (平
裝) NT$200
1.電力配送 448.37
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/ 高昱綸,
楊明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
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60-5 (下
冊:平裝)
1.電子工程 2.電子學 448.6
積體電路製程技術 / 葉文冠作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2-74-2 (平裝)
1.積體電路 448.62
Why?物聯網世界 / 張惠園原作 ; 李俊
熙繪 ; 謝淑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164 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81-8 ( 平 裝 )
NT$300
1.物聯網 2.漫畫 448.7
物聯網時代 從 E 化社會到 U 化社會 :
無人車 X 行動辦公 X 線上教育 X 智
慧家居 X 智慧醫療 X 行動支付 / 黃
建波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
華泉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72-3 (平
裝) NT$380
1.物聯網 2.人工智慧 448.7

衛浴文化漫談 = Toilet as culture / 游
明國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
台灣永續關懷協會, 11008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8398-1-2 (平
裝)
1.公共衛生 2.環境衛生 3.廁所 4.文
集 445.4607
Why?回收科學 / 金政郁原作 ; 宋會錫
繪 ; 楊舒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4
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84-9 ( 平 裝 )
NT$300
1.廢棄物處理 2.廢棄物利用 3.漫畫
445.97

應用化學；化工
世界級葡萄酒大師 : 品酒超入門 / 傑
西斯.羅賓遜(Jancis Robinson)著 ; HP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33-3 (平
裝) NT$320
1.葡萄酒 2.品酒 463.814
開瓶 : 林裕森的葡萄酒飲記 / 林裕森
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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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飲饌風流) .-- ISBN 978986-459-350-7 (平裝) NT$520
1.葡萄酒 463.814

探索 AIoT 人工智慧物聯網 / 財團法
人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
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電
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,
11008 .-- 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522-7-0 (平裝)
1.物聯網 2.網路產業 3.人工智慧
448.7

漫畫威士忌入門 : 單一麥芽.純麥.調
和,全方位的品賞指南 = The guide of
tasting whisky for beginners / 古谷三敏
著 ; 吳素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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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飲饌風
流 ; 17) .-- ISBN 978-986-459-351-4 (平
裝) NT$350
1.威士忌酒 463.834

液氣壓概論 / 許宗銘編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322-8 (精裝)
1.氣壓控制 2.液壓控制 448.919

化妝品原料學 / 張效銘編著 .-- 三
版 .-- [新北市]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43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15-8-4 (平裝)
1.化粧品 466.7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

生 技 產 業 白 皮 書 . 2021 =
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/ 吳忠
勳等人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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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工業局, 11008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3-195-5 ( 平 裝 )
NT$300
1.生物技術業 469.5

製造
小 提 琴 手 工 製 作 技 法 = The
techniques of handmade violin / 龍暐, 黃
聖彥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龍
暐, 11008 .-- 17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37-7 (平裝) NT$450
1.小提琴 2.木工 471.8
易懂!實用!雷射加工入門 / 金岡優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846-5 (平裝)
1.雷射 2.金屬工作法 472.175
意在藝在 : 裝幀設計 X 名家珍品 / 意
研堂設計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意在
藝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0
面 ; 20X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042-0-6 (平裝)
1.圖書裝訂 2.設計 3.作品集 477.8
女 神 裝 置 模 型 精 選 集 / HOBBY
JAPAN 編集部作 ; FORTRESS 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, 11011 .-- 97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2-58-7 ( 平 裝 )
NT$420
1.玩具 2.模型 479.8

商業；各種營業
法式甜點裡的台灣 : 味道、風格、
神髓，台灣甜點師們的自我追尋 /
Ying C.陳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出出版, 11009 .-- 368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5-96-6 ( 平 裝 )
NT$800
1.餐飲業 2.文化 3.訪談 4.臺灣
483.8
創新無懼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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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(企業
傳奇) .-- ISBN 978-957-08-5978-2 (平
裝)

1.漢堡王公司(Burger King
Corporation) 2.餐飲業 3.傳記 4.美國
483.8
葡萄酒侍酒師 / 洪昌維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866-3 (平裝)
1.餐飲業 2.飲食 3.葡萄酒 483.8
團體膳食管理 / 胡淑慧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2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73-9 ( 平 裝 )
NT$620
1.餐飲業管理 483.8
餐飲服務總複習 / 好文化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92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64-7 (平
裝) NT$430
1.餐飲業 2.餐飲管理 483.8
自駕車產品、技術與市場趨勢剖析
= Self-driving car / 張家維, 官盛堯, 王
自雄, 富士 Chimera 總研, 日經電子
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
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008 .-- 18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36-4 (平
裝) NT$14000
1.汽車業 2.人工智慧 3.技術發展 4.
產業發展 484.3
台積電為什麼神? : 揭露台灣護國神
山與晶圓科技產業崛起的祕密 / 王
百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 370) .-- ISBN 978957-13-9352-0 (平裝) NT$420
1.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 2.半導體
工業 3.企業經營 4.傳記 484.51
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. 2020.
IV, 遊戲、電競產業 / 李明哲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化內容策進
院, 11008 .-- 5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376-9 (平裝)
1.網路產業 2.電腦遊戲 3.線上遊戲
4.調查統計 5.臺灣 484.6
台灣視訊產業的問題與解決 / 莊春
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20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604-0 ( 平 裝 )
NT$300
1.視訊科技 2.產業發展 484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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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神帶你進入 YOUTUBE 影音網紅
金殿堂 / 阿神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
業務部發行, 11010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04-7 (平裝)
1.網路產業 2.網路媒體 484.6
臉書 / 史蒂芬.李維(Steven Levy)著 ;
許恬寧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50 面;
21 公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43) .-- ISBN
978-986-398-713-0 (平裝) NT$500
1.電腦資訊業 2.網路社群 3.歷史
484.67
翻轉職涯!轉職 PM 的必備工作力 X
與工程師的協作溝通心法 / Rafeni(李
星玟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61-9 (平裝)
1.資訊軟體業 2.專案管理 484.67
資訊軟體暨服務產業年鑑. 2021 / 朱
師右, 童啟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
研究所出版 :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,
11009 .-- 190 面; 30 公分 .-- 經濟部技
術處 110 年度專案計畫 .-- ISBN 978957-581-835-7 (平裝) NT$6000
1.電腦資訊業 2.年鑑 484.67058
資訊硬體產業年鑑. 2021 / 魏傳虔, 黃
家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出
版 :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, 11009 .-- 1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340 (平裝) NT$6000
1.電腦資訊業 2.年鑑 484.67058
金屬製品產業年鑑. 2021 / 紀翔瀛, 楊
瑞雯, 洪雪娟, 陳怡靜, 劉修銘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
究發展中心出版 ; 臺北市 : 經濟部發
行, 11008 .-- 39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97-3-0 (平裝) NT$3500
1.金屬製品工業 2.年鑑 487.2058
金屬製品產業年鑑. 2021, 手工具篇 /
劉修銘, 洪雪娟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
版 ; 臺北市 : 經濟部發行, 11008 .-124 面 ; 2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897-5-4 (平裝) NT$1000
1.金屬製品工業 2.年鑑 3.手工具
487.2058

金屬製品產業年鑑. 2021, 水五金篇 /
陳怡靜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財團法
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; 臺
北市 : 經濟部發行, 11008 .-- 120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7-7-8 (平
裝) NT$1000
1.金屬製品工業 2.年鑑 3.五金業
487.2058
金屬製品產業年鑑. 2021, 模具篇 / 楊
瑞雯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財團法人
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; 臺北
市 : 經濟部發行, 11008 .-- 9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7-6-1 (平裝)
NT$1000
1.金屬製品工業 2.年鑑 3.模具
487.2058
金屬製品產業年鑑. 2021, 螺絲螺帽
篇 / 紀翔瀛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財
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;
臺北市 : 經濟部發行, 11008 .-- 64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7-4-7 (平
裝) NT$1000
1.金屬製品工業 2.年鑑 3.牢繫物
487.2058
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. 2020. I,
圖書、雜誌、漫畫、原創圖像產業 /
李明哲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
化內容策進院, 11008 .-- 98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73-8 (平裝)
1.出版業 2.調查統計 3.臺灣
487.7933
新纖維 新紡織品 新趨勢 / 臺灣區絲
織工業同業公會,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
綜合研究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; 新北市 :
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,
11009 .-- 3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1253-3-8 (平裝) NT$1500
1.紡織業 2.紡織品 3.產業發展 4.技
術發展 488
紡織產業年鑑. 2021 / 閩潔, 李信宏,
巫佳宜, 王冠翔, 陳冠宇, 楊宜蓁, 駱
春梅, 俞玲華, 葉乙昌, 林仁豪, 陳宏
一, 安大中, 林俊宏, 邱聯華, 梁瑋芩,
蘇英傑, 劉珊姍撰稿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,
11008 .-- 30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189-6-3 (平裝) NT$3500
1.紡織業 2.紡織品 3.年鑑 488.058
美容與化妝品行銷學 / 譚彩鳳, 莊琮
凱, 黃薰誼, 丁淑芸, 胡維萍, 林麗珊,

呂家美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89-0 (平裝)
NT$400
1.美容業 2.行銷策略 489.12
台灣星級旅館評鑑制度與精進作為
之研析 / 蘇國垚, 沙荃, 陳牧可, 謝金
龍編著 .-- 初版 .-- [臺中市] : 文野出
版社, 11009 .-- 175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0148-9-8 (平裝)
1.旅館業管理 489.2
*觀光餐旅概論 / 楊明賢, 陳信甫, 林
香君, 魯慧文, 胡宜蓁編著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84-933-5 (平裝)
1.餐旅業 2.餐旅管理 489.2
生命關懷事業概論 / 尉遲淦, 李慧仁,
林龍溢, 施秋蘭, 曹聖宏, 李安琪, 王
博賢, 陳燕儀, 王別玄, 王智宏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70-8 (平裝)
NT$450
1.殯葬業 489.66

商學
聚型創業 : 聚集經濟的 7 種變現力 /
阮丞輝, 徐浩恩, 周念暉, 徐橖檒, 林
柏誌, 陳桂芬, 呂采莉作 ; 林憶純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97-1 (平
裝) NT$400
1.企業家 2.傳記 3.創業 490.99
玩轉生技 X 巾幗傳奇. II : 七堂女性
企業家的生技產業經營管理課 / 楊
雅婷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商
資源國際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8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809-2-9 (平
裝) NT$380
1.企業家 2.女性傳記 3.臺灣傳記 4.
生物技術業 490.9933
會計概論 / 黃麗華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4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869-4 (平裝) NT$550
1.會計學 495.1
會計學 / 杜榮瑞, 薛富井, 蔡彥卿, 林
修葳編著 .-- 8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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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72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75-9 (平
裝)
1.會計學 495.1
IFRS 經營管理 e 化實務 / 蔡文賢, 藍
淑慧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37-1 (平裝)
1.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495.2
圖解看財務報表解讀經營策略 / 千
賀秀信著 ; 徐小雅譯 .-- 修訂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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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0-190-9 ( 平 裝 )
NT$380
1.財務報表 2.財務分析 495.47
圖解會計思維 商業戰略、分析必備
武器 / 小嶋辰緒作 ; 趙鴻龍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1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33-4 (平裝) NT$350
1.商業會計 2.財務報表 495.55
Horngren 成 本 會 計 學 / Srikant M.
Datar, Madhav V. Rajan 著 ; 林谷峻, 孔
繁華, 謝宜樺, 羅玟甄編譯 .-- 十七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65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44-7-7 (上冊:平裝)
1.成本會計 495.71
審計學 : 國際審計與確信準則為架
構 / 陳耀宗著 .-- 三版 .-- [新北市] : 滄
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792 面 ; 26 公 分 .-- ( 滄 海 書 碼 ;
AC0274) .-- ISBN 978-986-06515-9-1
(平裝)
1.審計學 495.9
*行銷企劃 : 邏輯、創意、執行力 /
曾光華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前程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96-5-6 (平
裝)
1.行銷學 2.企劃書 496
行 銷 管 理 / Philip Kotler, Gray
Armstrong 原著 ; 廖淑伶, 馬友薏編
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4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300-8 (平裝)
1.行銷管理 496

*為什麼我的粉絲專頁贏不了別人? :
20 個必需弄清楚的社群經營概念 /
李沛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穩達達
文創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2-1-6 (平裝)
NT$350
1.網路行銷 2.網路社群 496
這樣行銷就對了 : 老闆主管一定要
懂 的 數 位 行 銷 竅 門 與 地 雷 = The
effective social media marketing / 權自
強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讚點子數位
行銷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2-0-3 (平裝)
NT$350
1.網路行銷 2.電子商務 3.網路社群
496

黎榮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
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176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685-5-1 (平裝) NT$300
1.網路行銷 2.行銷管理 3.品牌
496.14

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Touch ;
71) .-- ISBN 978-986-0777-34-5 (平裝)
NT$380
1.廣告業 2.廣告文化 3.廣告案例 4.
日本 497.8

市場調查實務 : 問卷設計與研究分
析 / 吳柏林, 謝名娟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4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72-4-4 (平裝) NT$599
1.市場調查 2.市場分析 496.3

企業管理

自我概念在消費心理之呈現與應用 /
沈宗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沈宗南,
11009 .-- 195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44-5 (平裝)
1.消費心理學 2.自我觀念 496.34

CEO 徹夜未眠真心話 : 59 則在困難
中摸索、思考、突破的管理筆記 /
何飛鵬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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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新商業周刊叢書 ;
BW0784) .-- ISBN 978-626-7012-72-7
(平裝) NT$380
1.企業領導 2.組織管理 494

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
結果報告. 中華民國 109 年 / 公平交
易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公
平交易委員會, 11008 .-- 109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32-6 (平裝)
NT$150
1.多層次行銷 2.調查統計 3.臺灣
496.5028

吳志揚的三度職棒管理學 : 制度 態
度 溫度 / 吳志揚口述 ; 周汶昊採訪整
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財經企管 ; BCB742) .-ISBN 978-986-525-277-9 ( 平 裝 )
NT$500
1.管理科學 2.領導 3.職業棒球 494

保修鏈管理 : 數位與永續 / 廖明癸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6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711-3-1 ( 平 裝 )
NT$700
1.顧客服務 2.商品管理 3.服務業管
理 496.7

麥肯錫思維模型活用法 : 精英都在
用,46 種最速導出極致成果的實踐型
商務工具 / 大嶋祥譽著 ; 李友君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2-89-3 (平裝) NT$420
1.商業管理 2.決策管理 494

秒讚 : 文案女王教你寫入心坎,立刻
行動的文案力 / 林桂枝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新樂園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36 面;
22 公分 .-- (Top ; 14) .-- ISBN 978-98606563-6-7 (平裝) NT$400
1.廣告文案 2.廣告寫作 497.5

設施管理手册. 第三册, 設施應變準
備 暨 安 全 防 災 策 略 = The facility
management handbook / 林世俊, 蔡龍
貴, 林佳燕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林
世俊, 11008 .-- 4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190-5 (平裝) NT$650
1.商業管理 2.組織管理 494

品牌力量 : 無名小公司到全球企業
帝國,麻雀變鳳凰的契機 / 黃榮華, 申
珊珊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94 面; 21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811-7 (平裝) NT$375
1.品牌 2.企業經營 496.14

美國現代廣告業與新消費文化的興
起 1885-1929 / 楊韶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110 面; 23 公分 .-- (史學研究
叢 書 . 歷 史 文 化 叢 刊 ; 602021) .-ISBN 978-986-478-525-4 ( 平 裝 )
NT$260
1.廣告業 2.消費文化 3.美國 497.8

數位行銷 12 式 : 廣告大神教你搞定
數位時代品牌與行銷 / 吳孝明, 鈕則
勳, 袁俊, 紀緻謙, 謝中川, 賴宇同, 常
一飛, 張謙, 陳淑華, 利啟正, 黃麗萍,

廣告與它們的產地 : 東京廣告人的
台日廣告觀察筆記 / 東京碎片
(uedada)著 ; 歐兆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
商業洞察力 : 9 大基模 x3 大思維 x3
套實踐方法,透視商業本質,擁有開掛
人生! / 劉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272 面; 23 公分 .-- (好想法 ; 36) .-ISBN 978-986-0795-50-9 ( 平 裝 )
NT$350
1.商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3.職場成功
法 494

電商人妻故事力手帳書 / 電商人妻
Audrey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74-9 (精裝)
NT$650
1.網路行銷 2.網路社群 496
警察社群媒體經營與實作專題 / 邢
台平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邢台平,
11008 .-- 210 面; 30 公分 .-- (警察公共
關係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43-9274-2
(平裝)
1.網路社群 2.網路行銷 3.警察 4.公
共關係 496
知識複利 : 專家型個人品牌經營與
內容變現策略的教戰守策 =
Knowledge realization : a guide to expert
personal branding management and
content monetization strategies / 何則文,
高永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77-7 (平
裝) NT$380
1.品牌 2.行銷策略 3.策略規劃
496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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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策略聯盟 : 跨文化衝突與管理 /
李陳國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果
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2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25-96 (平裝) NT$600
1.國際企業 2.企業經營 3.組織管理
4.跨文化傳播 494
管理的前沿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 F.
Drucker)著 ; 洪世民譯 .-- 臺北市 : 博
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4-1-5 (精
裝) NT$490
1.管理科學 494
管理的挑戰 / 一倉定著 ; 黃雅慧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2-90-9 (平裝) NT$360
1.企業管理 494
EMBA.碩士在職專班報考指南. 2022
/ 全國考訊企劃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(商訊叢
書 ; YS09941) .-- ISBN 978-986-581292-8 (精裝) NT$280
1.管理科學 2.考試指南 494.026
商業用語事典 / MYST 作 ; 胡毓華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35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32-7 (平裝)
NT$350
1.企業經營 2.行業語 3.術語 494.04
全球化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
集 . 2021 = 2021 International
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and
Innovation / 謝介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仁成數位圖文有限公司,
11009 .-- 6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0744-9-0 (平裝)
1.全球化 2.企業管理 3.國際貿易 4.
文集 494.07
打造韌性 : 數位轉型與企業傳承的
不斷再合理化路徑 / 黃俊堯, 黃呈豐,
楊曙榮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天下財經) .-- ISBN 978986-398-716-1 (平裝) NT$450
1.企業經營 2.企業管理 3.數位科技
494.1
任何人都可以寫出神級提案.好企劃
/ 富田真司著 ; 卓惠娟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How ;
91) .-- ISBN 978-986-381-229-6 (平裝)
NT$340

1.企劃書

494.1

早稻田商業模式大全 / 根来龍之, 富
樫佳織他, 足代訓史著 ; 張嘉芬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10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74-2 (平
裝) NT$520
1.商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3.策略規劃
494.1
先談夢想,再說細節! : 擺脫過度思考,
讓 美 夢 成 真 / 艾 倫 . 班 尼 特 (Ellen
Bennett)著 ; 何玉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
業周刊出版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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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19-69-8 (平裝) NT$360
1.企業管理 2.策略規劃 3.創業
494.1
為成果而管理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 F.
Drucker)著 ; 羅耀宗譯 .-- 臺北市 : 博
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4-0-8 (精
裝) NT$460
1.企業管理 2.決策管理 494.1
做個有 Sense 的人 : 杜絕官僚作風、
爛藉口和職場鳥事,成功企業化繁為
簡 的 祕 訣 / 馬 汀 . 林 斯 壯 (Martin
Lindstrom)著 ; 溫力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1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視野 ;
87) .-- ISBN 978-986-0795-54-7 (平裝)
NT$420
1.企業經營 2.組織文化 3.組織管理
494.1
商業模式演化論 / 歐素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38-1 ( 平 裝 )
NT$560
1.商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494.1
提案就是打一場 Game / 黃志靖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9 .-- 288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70-4 (平
裝) NT$380
1.企劃書 494.1
解決問題 : 克服困境、突破關卡的
思考法和工作術 / 高田貴久, 岩澤智
之合著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濟新潮社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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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9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
營管理 ; 171) .-- ISBN 978-986-065798-2 (平裝) NT$450
1.策略管理 2.思考 3.職場成功法
494.1
*學生創業家 X 創意創新十八般武藝
(工具) / 顏嘉宏, 鍾智超, 蔡展維, 羅
希哲著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睿煜出版
社, 11008 .-- 361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159-51-0 (活頁裝) NT$200
1.創業 2.職場成功法 494.1
*A+主管再進化 : 你的價值不在個人
英雄,在創造績優團隊 / 陳宗賢主講 ;
吳青娥, 胡榮華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聯聖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8728-3-7 (平裝)
1.中階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494.2
人本體制 : 策略大師哈默爾激發創
造力的組織革命 / 蓋瑞.哈默爾(Gary
Hamel), 米凱爾.薩尼尼(Michele Zanini)
著 ; 周詩婷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9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(財經企
管 ; BCB745) .-- ISBN 978-986-525292-2 (平裝)
1.企業組織 2.組織管理 3.組織文化
494.2
打造頂尖團隊的六項修練 : 增員成
功六部曲 / 陳亦純著 .-- 臺北市 : 誌
成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9 面; 23
公分 .-- (企管銷售 ; 49) .-- ISBN 978986-99302-5-3 (精裝) NT$400
1.企業領導 2.企業經營 3.組織管理
494.2
降低管理壓力 / 鄭聰源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中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101-9-1 (平裝) NT$350
1.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理
494.2
進擊的行為科學 : 更適配的決策,來
自更深刻的人性測量 / 理察.查塔威
(Richard Chataway)著 ; 廖崇佑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寫出版社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in Action!
使用的書 ; HA0101) .-- ISBN 978-9579689-64-9 (平裝) NT$350
1.企業管理 2.行為科學 494.2

厲害店長帶人管理術 / 清水均著 ; 賴
庭筠, 林心怡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How ; 92) .-- ISBN 978986-381-230-2 (平裝) NT$320
1.企業領導 2.組織管理 494.2
隱喻的領導力 / 彼得.蕭(Peter Shaw)
著 ; 黃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
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121-97-2 (平裝) NT$420
1.領導者 2.組織管理 494.2
*雙贏領導 101 / 約翰.麥斯威爾著 ; 蔡
璧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 中英雙書 .-- ISBN 978-986-5569-36-5
(平裝) NT$340
1.組織管理 2.企業領導 494.2
*不只成長,還要倍增 : 高績效 CEO 掌
中的 90 個關鍵指標 / 陳宗賢主講 ;
陳致瑋, 侯淑媛, 吳青娥整理 .-- 修訂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致鼎人資發展管理
顧問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0038-1-0 (平裝)
1.企業領導 2.企業經營 494.21
不只說 Hello : 國際力與跨文化學習
= More than saying hello : international
competence and intercultural learning /
張媁雯作 .-- 新北市 : 華藝數位股份
有限公司學術出版部出版 : 華藝數
位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7-192-1 (平
裝) NT$550
1.人力資源發展 2.國際化 3.培養
494.3
SOLO 一個人工作聖經 / 蕾貝嘉.西爾
(Rebecca Seal)著 ; 陳芙陽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
書 ; 第 697 種)(邁向成功 ; 84) .-- ISBN
978-986-5596-41-5 (平裝) NT$36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今天的人設是專業上班族 : 成熟工
作者不拚實力拼演技!與其公司洗腦
你,不如自己洗腦自己 / Afra(阿發的
寫作日常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
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9-6-4 (平
裝) NT$35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
因為職場太險惡,所以需要心理學 :
學校不會教,但不懂很吃虧的人際周
旋術 / 藍迪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92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808-7 (平裝) NT$375
1.職場成功法 2.工作心理學 3.人際
關係 494.35
阿德勒帶人心理學 / 岸見一郎著 ; 張
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73) .-- ISBN
978-986-507-531-6 (平裝) NT$320
1.職場成功法 2.管理者 494.35
做自己,還是坐直升機 / 郭艾珊著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93-0 (平裝) NT$34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*累死你的不是工作,是工作方法 / 李
文勇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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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90-9 (平裝)
NT$36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跟日商經理學上班 / 石川和男監修 ;
宮本友美子著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1-517-7 (平裝) NT$350
1.社交禮儀 2.職場成功法 494.35
潛富 : 成為真正富人的潛意識關鍵 /
約瑟夫.墨菲作 ; 謝佳真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Spirit ;
34) .-- ISBN 978-957-658-640-8 (平裝)
NT$480
1.職場成功法 2.潛意識 494.35
職場又不是沙發,做得那麼舒適要幹
嘛? : 周品均的 35 道職場辣雞湯 / 周
品均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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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8 面;
21 公 分 .-- (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;
BW0782) .-- ISBN 978-626-7012-90-1
(平裝) NT$36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教學的技術 / 王永福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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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8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2-58-1 (平裝) NT$600
1.在職教育 494.386
線上教學的技術 / 王永福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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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1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59-8 (平裝)
NT$250
1.在職教育 2.媒體教學 494.386
*快速換模與防錯裝置指引手冊 / 中
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,
11008 .-- 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254-90-1 (平裝) NT$320
1.生產管理 2.設備管理 494.5
作 業 管 理 ( 精 簡 版 ) / William J.
Stevenson 作 ; 何應欽編譯 .-- 八版 .-臺北市 :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9 .-- 644 面;
26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4735 (平裝)
1.作業管理 494.5
作業管理 / William J. Stevenson 作 ; 何
應欽編譯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美商麥
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
公司, 11009 .-- 8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1-472-8 (平裝)
1.作業管理 494.5
品質管理 : 食品加工、餐飲服務、
生鮮物流 / 林志城, 林泗潭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68-5 ( 平 裝 )
NT$585
1.品質管理 2.餐飲管理 494.56
資訊圖表設計圖鑑 : 化繁為簡的日
本視覺化圖表、地圖、各類指南簡
介案例 / PIE 國際出版編輯部作 ; 陳
芬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40-2 (平
裝) NT$580
1.圖表 2.視覺設計 494.6
精通資料視覺化 / Jack Dougherty, Ilya
Ilyankou 著 ; 張雅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
11010 .-- 4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956-2 (平裝)
1.簡報 2.圖表 3.視覺設計 494.6
(IPAS)無形資產評價管理師(初級、
中級)能力鑑定速成 / 陳善編著 .-- 第
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604-8 (平裝)
1.財務管理 2.資產管理 494.7
*資訊管理理論 / 梁定澎, 陳灯能, 彭
志宏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前程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96-6-3 (精
裝)
1.資訊管理 2.管理理論 494.8

社會科學類
總論
田野敲敲門 : 現地研究基本功 / 洪伯
邑, 陳懷萱, 黃舒楣, 黃書緯, 呂欣怡,
陳怡伃合著 ; 洪伯邑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
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, 11009 .-- 2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849 (平裝) NT$420
1.田野工作 2.研究方法 3.社會科學
501.2

統計
圖解統計學 / 許玟斌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067-4 (平裝) NT$300
1.統計學 510
SAS 1-2-3 / 彭昭英, 唐麗英編著 .-- 第
九版 .-- 臺北市 : 儒林圖書有限公司,
11009 .-- 75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99-986-6 (平裝) NT$780
1.SAS(電腦程式) 2.統計套裝軟體
512.4
基礎統計學 : 使用 Excel 與 SPSS / 陳
正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5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05-3 (平
裝) NT$590
1.統計套裝軟體 2.統計分析 512.4

嘉義市統計年報. 第 39 期. 中華民國
109 年 =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
Chiayi City. 2020 / 嘉義市政府主計處
編輯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政府, 11009 .- 500 面; 28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24-85-5 (平裝)
1.政府統計 2.嘉義市 514.33/126

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 : 日治臺灣教
育發展論集 / 鄭政誠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史地傳記
類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963-2 (平裝) NT$360
1.教育史 2.臺灣史 3.日據時期 4.文
集 520.933

教育

臺灣現代教育家的故事 : 兼論對教
師專業與教學輔導教師的啟示 / 張
德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00-8 (平
裝) NT$280
1.教育家 2.臺灣傳記 520.9933

教育概論 : 教育理念與實務初探 / 吳
明隆, 陳明珠, 方朝郁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32-9 (平裝) NT$580
1.教育 520
教育家的智慧 :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
金會教育學講座選集 / 徐光台, 單文
經, 黃光雄, 黃宗顯, 黃昆輝, 黃政傑,
楊深坑, 歐用生著 ; 財團法人黃昆輝
教授教育基金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35-0 (平裝) NT$230
1.教育哲學 2.文集 520.1107
質性教育研究方法 / 黃瑞琴著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社
會科學研究系列 ; 812) .-- ISBN 978986-0744-27-9 (平裝) NT$430
1.教育研究法 520.31
與孩子一同編織未來 : 誠致的 KIST
實踐經驗 / 吳錦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教
育教養 ; BEP066) .-- ISBN 978-986525-287-8 (平裝) NT$550
1.誠致教育基金會 2.教育 3.基金會
520.6
邁向未來的教育 : 學校是健康發展
的所在 : 從日托中心、幼兒園、小
學、到國高中,以華德福教育的經驗
與觀點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教育 / 米
凱拉.葛羅克(Michaela Glöckler)著 ; 林
琦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宇宙織錦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24 公
分 .-- (療育與健康系列 ; CAH01) .-ISBN 978-986-06533-5-9 ( 平 裝 )
NT$680
1.教育 2.文集 520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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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松愛地兒 : 教學點子手冊 / 財團法
人黑松教育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黑松教育基金會,
11008 .-- 9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360-1-9 (平裝) NT$500
1.創造思考教學 2.環境教育 3.教學
法 521.426
線上教學力 : 全球趨勢 x 觀念心法 x
課堂實作 x 好用工具 / 王永福, 呂冠
緯, 林怡辰, 張輝誠, 施信源, 唐富美,
蘇明進等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學習與教育 ; 226) .-- ISBN
978-626-305-078-5 (平裝) NT$380
1.電腦輔助教學 2.數位學習 521.57
生活課程「總結性評量」問答手冊 /
吳璧純, 李佳穎, 郭麗芬, 吳逸羚, 呂
淑娟, 陳盈君, 黃佩君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,
11008 .-- 8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2-74-0 (平裝)
1.教學評量 2.問題集 3.中小學教育
521.66022
(教甄教檢)素養導向 : 國小類教師檢
定教育專業科目全真模擬試題 / 舒
暢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6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37-6 (平
裝)
1.教師專業資格 522.1
(教甄教檢)素養導向 : 最新中學類教
師檢定通關寶典(重點整理+模擬試
題+歷年試題解析) / 艾育編著 .-- 第
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13-0 (平裝)

1.教師專業資格

522.1

正向教養學前教育講師訓練手冊 :
為喜愛與從事嬰幼童相關工作者所
寫的正向教養技巧與概念 / 簡.尼爾
森(Jane Nelsen), 雪柔.埃爾溫(Cheryl
Erwin), 史蒂芬.佛斯特(Steven Foster)
著 ; 姚以婷, 駱郁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姚以婷, 11010 .-- 281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16-2 (平裝)
NT$1280
1.學前教育 2.幼兒教育 523.2
幼兒教保概論 / 王建雅, 李興寧, 宣崇
慧, 段慧瑩, 洪福財, 胡玉玲, 孫良誠,
徐千惠, 涂妙如, 高博銓, 溫明麗, 葉
郁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52 面; 23
公分 .-- (幼兒教育系列) .-- ISBN 978986-0744-26-2 (平裝) NT$600
1.幼兒保育 2.學前教育 523.2
幼教別教 : 論觀幼兒經驗結晶 / 高傳
正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傑鋒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099-0-4 ( 平 裝 )
NT$150
1.幼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親職教育
523.2
你會上學校的廁所嗎? / 村上八千世
文 ; 瀨邊雅之圖 ; 周姚萍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40 面; 20X20 公分 .-- (小
魯寶寶書 ; 42R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5566-99-9 (精裝) NT$320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3.繪本
523.2
109 學年度國民教育幼兒班陪伴與關
懷 學術論文與防疫專刊 / 楊金寶, 林
以凱, 鄭于沛, 賴文鳳, 陳淑芬, 楊惠
玲, 劉詠欣, 劉經嚴, 陳立哲, 石麗枝,
黃麗鳳, 張富萍, 蔡宜雯, 張翠娥, 李
瑞秋, 諶美貞, 王美惠, 姚惠娟, 薛婷
芳, 施淑娟, 蔡如誼, 潘子霆, 莊佩旻,
張禎宜, 顏雪玲, 郭心怡, 黃哲恩, 邱
欣怡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
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,
11008 .-- 18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224-6-6 (平裝) NT$300
1.學前教育 2.幼兒保育 3.文集
523.207
Coodee 機器人運算思維 : 動物園大
冒險 / 齊可心作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
睿思特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8 面;
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9-07 (精裝)
1.電腦教育 2.學前教育 523.23
大樹好朋友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 ISBN 978-626-7024-60-7 (平裝附光
碟片)
1.學前教育 2.樹木 523.23
心情不一樣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 ISBN 978-626-7024-54-6 (平裝附光
碟片)
1.學前教育 2.心情 3.情緒管理
523.23
生日快樂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
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ISBN 978-626-7024-55-3 (平裝附光碟
片)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523.23
我在這裡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
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ISBN 978-626-7024-56-0 (平裝附光碟
片)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523.23
例行性活動引導示例 : 幼兒園資源
手冊 / 羅瑞鳳, 鄧玉霜, 李美鵑總編
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,
11008 .-- 15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2-46-8 (平裝) NT$300
1.學前教育 2.活動課程 3.教學活動
設計 523.23
來運動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
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 面;
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ISBN
978-626-7024-57-7 (平裝附光碟片)
1.學前教育 2.運動 523.23
看誰跑得快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 ISBN 978-626-7024-58-4 (平裝附光
碟片)
1.學前教育 2.動物 523.23
紙王國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
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 面;
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ISBN
978-626-7024-65-2 (平裝附光碟片)
43

1.學前教育 2.紙產品 3.紙工藝術
523.23
神仙媽媽說故事 : 跟孩子相遇在故
事的迴旋曲中 / 張宜玲著 .-- 臺中市 :
財團法人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出
版 : 海聲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 318 面; 23 公分 .-- (生命叩門系列 ;
1) .-- ISBN 978-986-93085-6-4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教學法 523.23
紙想玩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
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 面;
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ISBN
978-626-7024-64-5 (平裝附光碟片)
1.學前教育 2.紙產品 523.23
紙樂園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
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 面;
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ISBN
978-626-7024-63-8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紙產品 523.23
跑跑跳跳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
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ISBN 978-626-7024-59-1 (平裝附光碟
片)
1.學前教育 2.運動 3.人體學 523.23
葉子家家酒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 32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 ISBN 978-626-7024-62-1 (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葉 523.23
葉葉同樂會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 ISBN 978-626-7024-61-4 (平裝附光
碟片)
1.學前教育 2.葉 523.23
簡 易 機 械 : 身 體 歷 行 = Simple
machines : adventures in Dino's body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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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986-06714-0-7 (平裝)
1.機械工程 2.幼兒教育 3.學前教育
4.繪本 523.23
寶寶是英語文閱讀的天才 / 智能王
著 .-- 初 版 .-- 桃 園 市 : 苗 子 強 ,
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智能王嬰
幼兒大腦潛能開發天才教育系列叢
書 ; 4) .-- ISBN 978-957-43-9199-8 (平
裝) NT$420

1.閱讀指導 2.學前教育 3.幼兒教育
523.23
*三十而立 : 專題研究論文集. 第三十
屆 / 王少鈞, 林詳鈞, 張原榕, 陳詩涵,
游喻期, 華怩旎, 胡瑋宸, 許哲理, 許
鈞翔, 陳姵伃, 葉煦恩, 劉叡翰, 闕翊
芸, 田中理, 吳紫婷, 林以諶, 張舜鈞,
曾安瑜, 黃盺沂, 戴以安作 .-- 臺北市 :
臺北市西湖國民小學資優班, 11008 .- 530 面 ; 30 公 分 .-- (PROJECT
INSPIRE 研究叢書 ; 30) .-- ISBN 978986-0772-25-8 (平裝)
1.小學教學 2.文集 523.307
拜訪桃花源 : 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
學社群經驗實錄 / 葉興華, 方志華, 陳
昱宏, 何俊青, 金忠勇, 阮文彬, 徐明
和, 趙端蓉, 陳順利, 劉政暉, 賴靜慧,
周武昌, 高綠靜, 林純淳, 陳明勇, 鍾
易達, 黃蕙欣, 黃素敷, 洪宏賢, 徐雅
鐘, 黃俊傑, 游惠音, 鄭人豪, 詹明霞,
陳科良, 鄭雅慧, 劉文正, 廖淑珍, 蔣
汝蘭, 羅錦錚, 王儀華, 全慈豪, 黃瑞
真, 鍾珠霞, 陳明輝作 ; 方志華, 葉興
華, 陳昱宏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北市立大學, 11010 .-- 235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30-2 (平裝)
1.教學研究 2.課程規劃設計 3.中小
學教育 4.文集 523.307
天天閱讀. 中年級 / 賴慶雄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10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452-402-0 (第 1
冊 : 平 裝 ) NT$120 .-- ISBN 978-986452-403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120 .-ISBN 978-986-452-404-4 (第 3 冊:平裝)
NT$120 .-- ISBN 978-986-452-405-1 (第
4 冊:平裝) NT$120
1.語文教學 2.閱讀指導 3.小學教學
523.31
一年級ㄅㄆㄇ故事寫手 : 我手寫我
口 / 溫美玉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
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小魯優質教學 ;
BGT050N) .-- ISBN 978-957-490-543-0
(平裝) NT$380
1.漢語教學 2.注音符號 3.寫作法 4.
小學教學 523.311
閱讀策略 / 蘇家慧, 賴慶雄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10 .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407-5 (平裝) NT$150
1.漢語教學 2.閱讀指導 3.小學教學
523.311

文章的美容師 120 / 黃基博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10 .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406-8 (平裝) NT$280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修辭學 4.小學
教育 523.313
媽媽陪孩子玩出作文力 : 從遊戲中
突破寫作障礙,獲取作文高分金鑰! /
曾玟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(教養與學習 ; 2) .-- ISBN 978957-686-813-9 (平裝) NT$320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小學教學
523.313
甲南國小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教材 /
黃千育, 黃千祐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
清水區甲南國民小學, 11008 .-- 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19-6 (平
裝) NT$150
1.閩南語 2.教材 3.繪本 4.小學教學
523.317
小孩漫畫英語會話表達王 : 80 天開
心之旅, 就像出 國玩一樣練英語 ! /
Shin Tae Hoon, Na Seung Hun 著 ; 賴毓
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28-9 (平裝)
1.英語教學 2.初等教育 3.漫畫
523.318
*雙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= Theories and
practic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/ 蔡清華,
陳錦芬, 陳純音, 楊淑媚, 姚村雄, 林
佑真, 楊啟文, 蔡居澤, 英家銘, 周金
城作 ; 陳錦芬主編 .-- 臺北市 : 國立
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
處, 11008 .-- 276 面; 24 公分 .-- (109 學
年 度 地 方 教 育 輔 導 叢 書 ) .-- ISBN
978-986-06986-0-2 (平裝) NT$480
1.雙語教育 2.英語教學 3.中小學教
育 4.文集 523.31807
哆啦 A 夢數學百寶袋. 5, 培養數學腦
的益智謎題 / 藤子.F.不二雄原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92 面; 25 公分 .-(Math Doraemon ; 5) .-- ISBN 978-957658-648-4 (平裝) NT$380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523.32
哆啦 A 夢數學百寶袋. 6, 國小數學關
鍵概念總複習 / 藤子.F.不二雄原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92 面; 25 公分 .-44

(Math Doraemon ; 6) .-- ISBN 978-957658-649-1 (平裝) NT$380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523.32
數學為什麼 : 我的第一本數學小百
科,關於形狀和數字的驚奇 / 安娜.華
特曼(Anna Weltman)作 ; 保羅.波斯頓
(Paul Boston)繪 ; 魏嘉儀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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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(知識滴 ; 36) .-- ISBN 978-957-952999-0 (精裝) NT$600
1.數學教育 2.初等教育 523.32
數學詞典 / 朴珍熙, 尹正心, 任成淑
著 ; 尹宥利繪 ; 陳超華翻 .-- 初版 .-[新北市] : 大心文創, 11011 .-- 272 面;
23 公分 .-- (知識館 ; K015) .-- ISBN
978-986-06862-5-8 (精裝)
1.數學教育 2.初等教育 523.32
米倉愛 DRama / 蔡佳玲, 謝華容, 陳
盈君, 李淑芬, 王慈媺, 王瑞萍, 吳淑
雅, 許淑華, 張琪玲, 陳宜欣, 周立銘,
陳志偉, 陳淑真, 黃秀桃, 柯芷妙, 王
嘉澤, 簡尹萱, 蔡淑錦, 沈明明, 李香
慧, 郭炳輝, 吳士瑋, 彭若喬, 簡伯兆,
陳玉娟, 王政華, 石家妃, 郭佩柔, 劉
懿萱, 翁毓屏, 彭靖雯, 陳旻芳, 鍾貿
元, 李牧筠, 林惠敏, 徐正燁, 張琇欽,
劉昕, 邱昕芸, 花芷盈撰稿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, 11008 .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2-45-1 (精裝) NT$270
1.藝術教育 2.兒童戲劇 3.表演藝術
4.小學教學 523.37
素養導向美感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
參考指引 / 洪詠善, 丘永福, 曾建銘,
黃祺惠, 呂瑋婗, 林宏維, 林杏蓉, 吳
愷翎, 林美宏, 林佩儀, 鄭琇璘, 陳淑
慧, 林長青, 鐘兆慧, 王馨蓮, 張美智,
蔡依齡, 潘柏瑜, 余佳蕙, 林怡如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教育研究院,
11008 .-- 冊 .-- (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
究室系列叢書 ; 9-1)(十二年國民基本
教育課程綱要) .-- ISBN 978-626-702271-9 (全套:平裝)
1.美育教學 2.教學活動設計 3.中小
學教育 523.37
文化.身體.樂遊 : 美感教育的實踐 /
李盈盈, 周仁尹, 林宜穎, 洪詠善, 容
淑華, 張中煖, 陳碧涵, 黃祺惠, 趙中
豪, 潘樺, 蔡佩伶, 蔡來淑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國家教育研究院, 11008 .--

328 面; 23 公分 .-- (亞太地區美感教
育研究室系列叢書 ; 8)(十二年國民
基本教育課程綱要) .-- ISBN 978-6267022-72-6 (平裝)
1.美育教學 2.中小學教育 3.文集
523.3707
Kodu 主題式 3D 遊戲程式設計 / 呂聰
賢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21-1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電腦遊戲 3.電腦動畫
設計 4.中小學教育 523.38
Scratch 元件堆疊動畫遊戲設計寶典 /
孫 惠 民 作 .-- 新 北 市 : 經 瑋 文 化 ,
11009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15-486-7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電腦遊戲 3.電腦動畫
設計 4.中小學教育 523.38
小小熊貓動手玩創意 : micro:bit X 麥
昆智能小車 4.0 / 李春雄, 陳巧芬, 蔡
雅竹著 .-- 高雄市 : 熊貓發明家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09-0-1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微電腦 3.電腦程式語
言 4.初等教育 523.38

1.小學教師 2.教師專業資格 3.能力
測驗 523.5
玩閱讀秀素養 / 鄭圓鈴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78-491-2 (平裝) NT$400
1.漢語教學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神拿分!核心選文 15 篇+國寫滿點神
攻略 / 遲嘯川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1-907-7 (平
裝) NT$320
1.國文科 2.文言文 3.作文 4.中等教
育 524.31
早知道就這樣學修辭 / 彭瑜亮, 邱絲
敏作 .-- 二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亮語
文創教育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70 面;
21 公分 .-- (文星 ; 1) .-- ISBN 978-98697664-4-9 (平裝) NT$380
1.漢語教學 2.修辭學 3.中等教育
524.311

喔咿喔咿喔 / 謝金興, 黃立玫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謝金興, 11010 .-- 11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745 (平裝) NT$300
1.電腦教育 2.機械設計 3.機器人 4.
中小學教育 523.38

TIMSS 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
勢調查國家報告. 2019 / 李哲迪, 林碧
珍, 張美玉, 張瑋寧, 曹博盛, 楊文金,
蕭儒棠, 謝易伸作 ; 張俊彥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
學教育中心, 11010 .-- 733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70-1 (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科學教育 3.中小學教
育 524.32

安心國小情緒遊樂園 : 23 個心理遊
戲讓孩子玩出好 EQ / 楊俐容, 李依親,
黃宜珊作 ; 張庭瑀繪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8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276-2 (平裝) NT$300
1.情緒教育 2.遊戲教學 3.小學教學
523.39

*三角函數 : 正弦、餘弦、正切的深
厚關係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林園
芝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28 面; 21
公分 .-- (觀念伽利略 ; 4) .-- ISBN 978986-461-259-8 (平裝) NT$320
1.數學教育 2.三角函數 3.中等教育
524.32

直轄市、縣(市)推動國民中小學課
程與教學之組織運作案例 / 張素貞,
許嘉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
臺灣師範大學, 11008 .-- 25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68-8 (平裝)
1.課程研究 2.教學研究 3.中小學教
育 4.文集 523.407

高中數學甲 iFun 學課堂講義 / 于思
寧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75-5 (上冊:
平裝)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2

(教甄教檢)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
測驗通關寶典 / 舒淮編著 .-- 第七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66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643-7 (平裝)

數學教學多元表徵 : 值得玩味再三
的數學教材教法 / 許建銘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22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61-9 ( 平 裝 )
NT$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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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

524.32

奇怪的生物知識增加了 / 水精靈(蘇
仁福), 曾明騰作 ; Oliver Wei.卡斯威
爾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聚光文創,
11009 .-- 27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09-2-9 (平裝) NT$320
1.生物 2.中等教育 524.36
用 CoSci 積木程式製作物理動畫 / 李
慶源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03-7 (平
裝)
1.電腦教育 2.電腦動畫 3.電腦動畫
設計 4.中等教育 524.3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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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96 面; 19 公分 .- 108 課綱新字表 .-- ISBN 978-626300-060-5 (32K 平裝)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等教育
524.38
近十年英文指考試題詳解 : 詳解本.
110 年版 / 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88 面; 26 公分 .-- (常春藤升
大學系列 ; AB02-110) .-- ISBN 978986-06662-6-7 (平裝) NT$320
1.英語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 524.38
防災教育教材. 109 : 在地化氣候變遷
調適 / 柯斯媛, 許舒淳編 .-- 初版 .-[桃園市] :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出版 :
桃園市政府發行, 11008 .-- 16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17-3 (平裝)
1.防災教育 2.教材教學 3.中等教育
524.39
生涯發展與職業倫理 / 黃昌誠, 陳恆
霖, 楊淑雯, 葉淳媛, 曾玉惠, 林春梅,
陳玉美, 吳淑華, 張麗芬, 陳秀卿, 洪
家宗共同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華
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39-7 (平
裝) NT$320
1.通識教育 2.生涯規劃 3.職業倫理
4.高等教育 525.33
(學習方法)做自己的防彈少年
Beyond the Scene 學測、統測澈底攻
略(108 課綱素養範題破解) / 謝龍卿
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27-7 (平
裝)
1.升學考試 2.讀書法 3.學習方法
525.611
(學習方法)新課綱我第一!台大牙醫
生教你最強讀書&考試密技(含 108
課綱素養大解析) / 孫吉士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634-5 (平裝)
1.升學考試 2.讀書法 3.學習方法
525.611
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八十週年系慶
專刊 = The 80th anniversary School of
Dentistry,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
Center / 林子淮, 姚振華, 彭志綱, 張哲
壽, 趙守一, 葉慶林, 劉進漢, 傅鍔, 林
錦松, 陳福裕, 黃雪棟, 陳日生, 周昭
祺, 李仁欽, 陳廣興, 陳志平, 遲玉堃,
史忠泉, 楊育傑, 江正陽, 陶松齡, 謝
義興, 廖文雄, 郝夢真, 余滋照, 李忠
興, 黃鈵富, 邱賢忠, 曾崇智, 陳元武,
邱國洲, 柯天來, 程敬業, 陳秀賢, 黃
仁勇, 侯文斌, 許紘耀, 梁光源, 蘇文
崧, 黃寶賢, 歐介平, 莊傳宗, 吳契璁,
錢正勳, 杜濬清, 蔡志雄, 林育緯, 黃
雪玫, 謝孟育, 黃威誌, 陳致宇, 蘇嘉
翔, 劉冠琳, 呂昕, 錢泳升, 楊惠竹, 沈
秉毅, 林子祺, 林品寬, 黃彥儒, 張孟
竹, 張凱鈞, 虞皓程, 洪紹恩, 張采暄,
郭妍希, 陳素恩, 陳又嫙, 潘宥華, 謝
旭淮, 張元齊, 陳婷涓, 曾懷寬, 甘舜
宇, 陳彥樺, 侯心予, 黃芷盈, 周品言,
余函紋, 蔡昀希, 李淳瑜, 康婷雅, 徐
苡瑄, 黄逸辰, 李淳瑜, 張哲睿採訪.撰
稿 ; 史忠泉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, 中華民國源遠
牙醫學會, 11009 .-- 43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3713-3-0 ( 精 裝 )
NT$2000
1.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
525.833/101
醫護暨管理人才科技整合跨域拔尖
策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/ 洪維
強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亞東技術學
院, 11008 .-- 21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701-2-2 (平裝)
1.高等教育 2.文集 3.臺灣
525.93307

國小學生知覺霸凌行為類型及其因
應策略之研究 / 陳溪清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大揚出版社, 11008 .-- 112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9-969-8 (平
裝) NT$120
1.校園霸凌 2.學校輔導 3.心理輔導
527.4
識透講師玉成 = Facilitator's guide to
"seeing life as it is" / 和氣大愛識透生
命真相課程團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和氣大愛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,
11009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67-0-5 (平裝)
1.讀書會 2.靈修 528.18
CIA 育兒執照 : 間諜人生幫我培養出
靈活應變、堅強獨立的孩子 / 克莉
絲 緹 娜 . 希 爾 斯 伯 格 (Christina
Hillsberg), 萊 恩 . 希 爾 斯 伯 格 (Ryan
Hillsberg)著 ; 葉中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294-4 (平裝) NT$380
1.親職教育 2.育兒 528.2
小小孩的烘焙練習曲 : 給 2-6 歲孩子
的生活五育書 / 曾雅盈, 羅元助著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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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(商周教育館 ; 11) .-- ISBN 978626-7012-91-8 (平裝) NT$420
1.親職教育 2.烹飪 3.點心食譜
528.2

父母 ; 87) .-- ISBN 978-986-0795-53-0
(平裝) NT$320
1.親職教育 2.兒童心理學 3.自我肯
定 528.2
卓越的關鍵拼圖 : 開發 3-9 歲孩的創
意腦 / 蔡怡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小魯優質教學 ;
BGT077) .-- ISBN 978-957-490-542-3
(平裝) NT$350
1.親職教育 2.創造力 3.創意 528.2
致未來的男孩們 : 掙脫「男子氣概」
的枷鎖 / 太田啟子著 ; 洪于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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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119-1 (平裝)
1.親職教育 2.育兒 3.男性 4.性教育
528.2
激發孩子好奇心能量 : 藤代流探究
式教養 / 藤代圭一作 ; 李宜萍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9 .-- 216
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樹 ; 67) .-- ISBN
978-986-06841-8-6 (平裝) NT$399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528.2
歸位 : 從心開始的家庭教育 / 皇甫軍
偉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惟智學苑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30-0-1 (精裝)
NT$580
1.家庭教育 528.2

引導孩子提高自主學習力 / 石田勝
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57-5 (平
裝) NT$380
1.家庭教育 2.親職教育 3.學習方法
528.2
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12 : 愛惜東西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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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0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94-5-1 (平裝附
光碟片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528.33

打是親罵是愛,不打不罵是禍害? : 孩
子不是你的財產與沙包,你不是在教
育,是在發洩情緒 / 胡郊仁, 趙建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806-3 (平裝) NT$320
1.親職教育 2.親子溝通 528.2

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 : 遠離言語傷
害、肢體暴力、網路攻擊與威脅的
校園霸凌事件 / 盧慶實作 ; 李賢珠繪 ;
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72 面;
25 公分 .-- (小學生安心上學系列)(童
心園系列 ; 150) .-- ISBN 978-986-507515-6 (平裝) NT$350
1.安全教育 2.校園霸凌 3.網路霸凌
4.小學生 528.38

自我肯定感,父母給孩子最棒的禮物
/ 古莊純一著 ; 李煥然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高 E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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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會自己注意安全 : 避免在教室、
操場、專科教室與使用文具時會發

生的危險行為 / 盧慶實作 ; Ukumouse
繪 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7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學生安心上學系
列)(童心園系列 ; 149) .-- ISBN 978986-507-514-9 (平裝) NT$350
1.安全教育 2.學校安全 3.小學生
528.38

遊程規劃實務 / 林彥妘, 李承峻, 邱怡
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52-4 (下冊:
平裝)
1.旅遊 2.旅遊業管理 3.休閒教育 4.
技職教育 528.831

午貳晚拾。鳳山社區大學七週年紀
念校刊 / 李橙安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社
團法人高雄市勞動生活教育促進會,
11008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81-1-1 (平裝)
1.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 528.432

導覽解說實務 / 邱怡寧, 李承峻, 林彥
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33-3 (下冊:
平裝)
1.解說 2.環境教育 3.技職教育
528.831

以「用以致學」為激勵高教技職生
學習動機的教學方法 / 李孟澤著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30-0 (平裝) NT$600
1.技職教育 2.高等教育 3.教學法
528.8

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/ 好文化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
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41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772-2 (平裝) NT$430
1.休閒教育 2.餐飲管理 3.技職教育
528.831

應用英語專題實作 / 周碩貴, 游毓玲,
黃盈秋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23-5 (平
裝)
1.英語教學 2.技職教育 528.83

*2018 年印尼雅加達亞洲帕拉運動會
女子 T54 級競速輪椅項目競賽實務
報告書 / 鄭守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, 11008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392-7 (平裝) NT$150
1.特殊體育 2.運動訓練 3.運動競賽
528.9

食品加工含實習總復習 / 謝文斌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6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1-46-1 (上冊:平裝)
1.食品加工 2.技職教育 528.831
旅遊實務 / 李承峻, 林彥妘, 邱怡寧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941-8 (下冊:平裝)
1.技職教育 2.休閒教育 3.旅遊業
528.831
旅館管理專業課程 : 意外事故案例
分析與探討 / 陳牧可編著 .-- 初版 .-[臺中市] : 文野出版社, 11009 .-- 219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6-00 (平裝)
1.旅館業管理 2.技職教育 3.意外事
故 4.個案研究 528.831
專題實作與創意秘笈 : 商業與管理
群適用 / 林淑芬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06-8 (平裝)
1.商業管理 2.技職教育 528.831

肌力訓練科學解析 : 從解剖學與生
理學的角度感受轉變 / Austin Current
作 ; 謝靜玫譯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86-7 (精裝)
NT$600
1.體能訓練 2.肌肉 528.9
人體運動解剖全書 / 安德魯.貝爾作 ;
林晏生, 黃馨弘翻譯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75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19-8 (平裝) NT$900
1.運動生理學 2.肌肉生理 528.9012
運動與健康促進 : 運動生理正常話 /
林正常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藝軒
圖書出版社, 11009 .-- 25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4-032-6 (平裝)
1.運動生理學 2.運動訓練 3.體適能
528.9012
運動防護之經營與管理 / Jeff G.Konin,
Richard Ray 作 ; 李恆儒, 王信民, 陳雅
琳, 陳怡汶, 江雅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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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6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8-43 (平裝) NT$500
1.運動醫學 2.運動傷害 528.9013
運動「心」視界 : 臺灣運動心理學
之萌發、成長與展望 / 張育愷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7-177-5 (平裝) NT$500
1.運動心理 2.文集 3.臺灣
528.901407
一起出發、一起到達!一個人可以跑
很快,但一群人可以跑更遠...... / 趙心
屏撰寫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身體文化 ; 167) .-ISBN 978-957-13-9347-6 (平裝)
1.馬拉松賽跑 2.回憶錄 528.9468
得分天成 : 成為籃壇神射手的 7 個完
美有效籃球罰球動作與心理練習 /
湯姆.安柏瑞(Tom Amberry), 菲利普.
李德(Philip Reed)著 ; 蔡世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263-0 ( 平 裝 )
NT$330
1.籃球 528.952
全方位軟式棒球訓練技巧 : 提升基
本功、破解失誤盲點,獲勝祕訣完整
掌握! / 名古屋光彥監修 ; 劉宸瑀, 高
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51-5 (平裝)
1.棒球 2.運動訓練 528.955
*疫情下的金牌 : 以 109 全大運游泳
一般女子組 1500 公尺自由式為例 =
Gold medal under epidemic : an example
of swimming 1500 m freestyle for
general women's group in 109 National
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Game / 戴堯種
編撰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宏冠出版社,
11008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492-7-2 (平裝) NT$500
1.游泳 2.運動訓練 528.961
人魚潛水寶典 : 從 Level 1 到 Level 4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易潛企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0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690-8-2 (平裝) NT$1600
1.潛水 528.962
八卦掌探微 / 黃金鷹, 陳明德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逸文武術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08 .-- 430 面; 26 公分 .-- (武
系列 ; A541) .-- ISBN 978-986-987359-8 (平裝) NT$800
1.拳術 2.武術 528.972
劉慶洲太極拳推手與 66 式綜合太極
拳 / 劉慶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6-340-5 (平
裝) NT$330
1.太極拳 528.972
大武山下走相逐 : 六堆運動會特展
圖錄 / 謝仕淵, 吳溥樺撰文 .-- 初版 .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
化發展中心, 11009 .-- 16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44-1 (平裝)
NT$400
1.客家 2.運動會 3.歷史 528.98333
*東南亞國家華語文教育專論 : 定位、
發展、政策與前瞻 / 楊聰榮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28-7 (平裝) NT$300
1.僑民教育 2.漢語教學 3.東南亞
529.3
身心障礙者性教育秘笈 / 方雅萱, 宋
淳樺, 林純真, 高松景, 黃柏華, 黃温
淳, 詹秀雯, 龍芝寧, 謝佳男, 謝佳真,
顏瑞隆, 魏秀芬, 蘇宗莉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, 11008 .- 14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3-69-5 (平裝)
1.身心障礙教育 2.性教育 529.54
特殊需求領域 : 輔助科技應用教材
手冊 / 廖永堃主編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
壽豐鄉 :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
心, 11009 .-- 11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32-2-9 (平裝)
1.特殊教育 2.教材教學 3.科技輔具
529.54
*兒童語言治療的臨床決策與臨床寫
作 = Decision making and clinical
writing in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in
children / 童寶娟, 艾秀芸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13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7-176-8 (平裝) NT$350
1.語言障礙教育 2.特殊兒童教育 3.
實證醫學 4.寫作法 529.63
用手語交朋友 / 社團法人雲林縣聽
語障福利協進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雲林
縣斗南鎮 : 社團法人雲林縣聽語障

福利協進會, 11009 .-- 1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5-0-3 (平裝)
1.聽障教育 2.手語教學 529.675

公司, 11010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9808-4-5 (精裝)
1.臺灣原住民族 2.民族文化 536.33

幼兒行為與輔導 : 幼兒應用行為分
析 / Eva L. Essa 著 ; 周天賜譯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(幼
兒教育系列 ; 51217) .-- ISBN 978-9860744-30-9 (平裝) NT$500
1.問題兒童教育 2.行為改變術
529.68

生蕃行腳 : 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/ 森
丑之助原著 ; 楊南郡譯註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704 面; 21 公分 .-- (台灣
調 查 時 代 ; 5) .-- ISBN 978-957-329252-4 (平裝) NT$680
1.臺灣原住民族 2.田野工作 536.33

學習障礙 : 逃不出的學習惡夢 / 王意
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Catcher ; 104) .-- ISBN 978986-406-257-7 (平裝) NT$300
1.學習障礙 2.特殊教育 3.親職教育
529.69
(學習方法)贏在執行力!吳盼盼一年
法律雙榜致勝關鍵 / 吳盼盼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05-5 (平裝)
1.國家考試 2.讀書法 3.學習方法
529.98
帶職 7 個月考上國家考試,改變你的
人生的國考方法 : 資訊工程師的系
統化考試致勝法則 / 黃耕津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財 經 傳 訊 出 版 社 ,
11009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94-7-8 (平裝) NT$250
1.國家考試 2.讀書法 3.學習方法
529.98

禮俗；民族學
*美濃福神 / 吳連昌編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林郁璇, 11008 .-- 18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29-2 (平裝)
NT$340
1.客家 2.祭祀 3.民間信仰 4.高雄市
美濃區 536.211
尋伯公 : 石板伯公田野調查的美麗
書寫 / 吳慶杰著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新
竹縣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- 140 面; 23
公分 .-- (文史叢書 ; 177) .-- ISBN 978986-5421-90-8 (平裝) NT$250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3.田野工作
536.211
LOMA'原山圖 / 蕭民遠, 洪新富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扶風文化事業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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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故事彩色叢集繪
本 = Binnrwan nqu pqzwan qqalang
binkesan Taywang = Taiwan aboriginal
tribe culture story collection series / 陳勝
榮 Yukan Batu 文字 ; Lesa.Yukan(陳約
翰)插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勝榮,
11010 .-- 92 面; 20X2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192-9 (平裝附光碟片) .-ISBN 978-957-43-9193-6 (精裝附光碟
片)
1.臺灣原住民族 2.民族文化 3.繪本
536.33
大和日常美學時尚穿搭 : 江戶人其
實很潮!從平民到花街藝伎、藝人到
武士貴族,用現代插畫解析浮世繪流
行文化 / 撫子凜作 ; 許郁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9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
KJ2017) .-- ISBN 978-986-289-632-7
(平裝) NT$380
1.服飾 2.江戶時代 3.日本 538.1831
和服 : 一部形塑與認同的日本現代
史 / 泰瑞.五月.米爾霍普著 ; 黃可秀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116-4 (平裝)
NT$800
1.服飾 2.日本史 538.1831
節慶與活動規劃 / 洪明宏, 許惠蜜, 林
聖宗, 陳嫣芬, 古壁慎, 王伯勛, 李宏
夫, 董志明, 江崇標, 范振德, 張光宇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2-791-3 ( 平 裝 )
NT$350
1.節日 2.民俗活動 3.設計管理
538.5
閱讀我們的台灣小百科 : 台灣節日
故事 / 張青史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
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3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223-682-6 (平裝)
1.節日 2.兒童讀物 3.臺灣 538.533
華人節慶與文化 / 陳怡容, 蔡愛芬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66-1 (平裝)
NT$280
1.歲時習俗 2.節日 538.59
飲食文化知識通 / 管家琪著 ; 尤淑瑜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故事館 ; 82) .-- ISBN 978-986449-244-2 (平裝) NT$310
1.飲食風俗 2.文化史 3.中國
538.782
吃的台灣史 / 曹銘宗, 翁佳音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(台灣珍藏 ; 24) .-- ISBN 978-986262-512-5 (平裝) NT$480
1.飲食風俗 2.文化 3.歷史 4.臺灣
538.7833
食光. 時光 : 臺灣飲食檔案故事 =
Taiwan / 陳怡行撰文 .-- 初版 .-- [新北
市] :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, 文
化部,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
11009 .-- 165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7-35-7 (精裝) NT$480
1.飲食風俗 2.文化史 3.歷史檔案 4.
臺灣 538.7833
法國美食史 : 行家知識與風土認證 /
瑪莉安.泰本(Maryann Tebben)著 ; 杜
蘊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
有限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司發行, 11010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(Mirror ; 21) .-- ISBN 978-986-98214-90 (平裝) NT$480
1.飲食風俗 2.文化 3.法國 538.7842
日本奇妙知識不思議 : 為什麼餐廳
都提供客人冰水但壽司店會給熱茶?
平安時代的女性一年只洗一次頭!?
超有梗的日本潛規則與豆知識百選 /
梅用知世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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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41-9 (平
裝) NT$380

1.風俗 2.文化 3.日本

538.831

鄉聞泰山 / 夏照軍編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8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18-6 ( 平 裝 )
NT$375
1.民間故事 2.山東省 539.5212
閱讀我們的台灣小百科 : 台灣民間
故事 / 張青史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3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223-681-9 (平裝)
1.民間故事 2.兒童讀物 3.臺灣
539.533
人間晚晴 : 談說客家諺語 / 林松生
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屏東縣
文化資產維護學會, 11009 .-- 2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022-6-9 (平
裝) NT$220
1.諺語 2.客語 539.933

社會學
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/ 陳志柔, 林國明
主編 .-- 五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32-4 (平裝)
NT$650
1.社會學 2.臺灣社會 540
紀登斯給大家的 67 個社會學基本概
念 / 安東尼.紀登斯(Anthony Giddens),
菲力浦.薩頓(Philip W. Sutton)著 ; 李
宗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09 .- 25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71-1 (平裝) NT$380
1.社會學 540
香港現形記 / 傘下的人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一人出版社, 11008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51-5-9 (平
裝) NT$365
1.社會 2.香港特別行政區 540.9238
80/50 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 / 川北稔
著 ; 陳令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287-6 (平裝) NT$380
1.社會 2.社會問題 3.家庭 4.日本
540.931
*棄民世代 : 當國家都放棄你了,你要
如何面對未來 / 藤田孝典著 ; 黃姿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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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
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008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9-0-9 (平裝)
NT$320
1.社會 2.社會問題 3.日本 540.931
藝湛登峯 : 110 年重要傳統藝術暨文
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授證專輯 /
陳濟民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文化部文
化資產局, 11009 .-- 30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2-379-0 ( 精 裝 )
NT$500
1.文化資產保存 2.傳統藝術 541.27
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 / 周德禎,
賀瑞麟, 葉晉嘉, 施百俊, 蔡玲瓏, 林
思玲, 陳潔瑩, 劉立敏, 李欣蓉, 張重
金, 朱旭中, 陳運星合著 ; 周德禎主
編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09-1 (平裝)
NT$520
1.文化產業 2.創意 541.29
數位文創之理論與實務 / 蔡輝振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 (數位教材叢書 ; 221) .-- ISBN 978986-5575-58-8 (平裝) NT$680
1.文化產業 2.創意 3.數位化 541.29
妖怪、變婆與婚姻 : 中國西南的巫
術指控 / 顏芳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
面; 19 公分 .-- (文明叢書) .-- ISBN
978-957-14-7289-8 (平裝)
1.社會人類學 2.文化人類學 3.巫術
4.侗族 541.3
異溫層迷航記 : 芭樂人類學. 2 / 郭佩
宜, 黃郁茜, 司黛蕊, 趙恩潔, 林開世,
李宜澤, 李梅君, 陳如珍, 蔡晏霖, 呂
欣怡, 鄭肇祺, 劉文, 趙綺芳, 林育生,
林文玲, 彭仁郁, 林益仁, 劉子愷, 邱
韻芳, 江芝華, 蔡政良, 邱斯嘉, 褚縈
瑩, 陳伯楨, 羅永清, 林浩立, 潘美玲,
林子晴, 施永德作 ; 林浩立, 趙恩潔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出版 :
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左岸人類學 ;
326) .-- ISBN 978-986-06666-9-4 (平裝)
NT$450
1.文化人類學 2.文集 541.307
解讀酸民行為 / 蘇子慈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
11010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8-58-3 (平裝) NT$250
1.網路社會 2.網路文化 3.行為學
541.415
台灣同運三十 : 一位平權運動參與
者的戰鬥發聲 / 喀飛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一葦文思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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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2-6-4 (平裝)
NT$500
1.同性戀 2.性別平等 3.社會運動史
4.臺灣 541.45
年輕人為何憤怒 : 暴力組織的危險
誘惑以及我們能做什麼 / 賈米爾.吉
瓦尼(Jamil Jivani)著 ; 莊安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Next) .-- ISBN 978-957-13-93612 (平裝)
1.心理社會學 2.青年 3.激進主義
541.7

1.社會心理學 2.環境心理學 3.人類
生態學 541.77
SPI 後天領導者 / 蕭正浩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1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8-88-0 (平裝) NT$400
1.領導理論 2.組織管理 541.776
未來形塑力 / 妮雅姆.歐姬芙(Niamh
O' Keeffe)著 ; 姜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9 .-- 29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80-8 (平裝)
1.領導者 2.領導理論 3.未來社會
541.776
決勝內在領導力 : 隱藏在世界領袖
中的人格特質與內在領導 / 張曼琳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28) .-- ISBN
978-957-13-9372-8 (平裝) NT$300
1.領導統御 2.領導者 541.776

社會心理學 / 程千芳, 游一龍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16-2-2 (平裝) NT$520
1.社會心理學 541.7

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. 2020. II,
電視、電影、動畫、廣播產業 / 李
明哲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化
內容策進院, 11008 .-- 125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74-5 (平裝)
1.傳播產業 2.調查統計 3.臺灣
541.83

看不見的影響力 : 華頓商學院教你
看穿自己如何受影響,做出最好的決
定 / 約拿.博格(Jonah Berger)著 ; 許恬
寧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big ; 287) .-- ISBN 978-95713-9335-3 (平裝) NT$400
1.社會壓力 2.社會心理學 541.7

*跨領域探究 : 文創傳播及美學教育
實踐 / 賀瑞麟, 朱旭中, 張慶仁著作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雲網路多媒
體新聞協會, 11008 .-- 142 面; 23 公
分 .-- (傳播叢書系列) .-- ISBN 978986-98074-4-9 (平裝) NT$150
1.大眾傳播 2.傳播美學 3.文集
541.8307

集體倦怠 : 沒有熱情、沒有夢想、
沒有未來,這就是千禧世代生活的殘
酷 世 界 / 安 妮 . 海 倫 . 彼 得 森 (Anne
Helen Petersen)著 ; 陳莉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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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24-8 (平
裝)
1.社會心理學 541.7

解說教育與導覽技巧 / 楊明賢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 (休閒遊憩叢書) .-- ISBN 978-986298-378-2 (平裝) NT$400
1.解說 2.環境教育 3.文化觀光
541.84

隱藏的邏輯 : 掌握群眾行為的不敗
公式 / 布侃南(Mark Buchanan)作 ; 葉
偉文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300 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文化 ; 126A) .- ISBN 978-986-525-293-9 (平裝)

不只是房子 : 在社會住宅「活」出
我們的城市生活關係 / 于欣可, 陳芛
薇, 姜雯, 鄭珮宸, 曾莛庭, 林采鴻, 曾
稚驊, 洪愷伶, 王昱文, 葉昀昀, 詹竣
傑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左岸
社會議題 ; GGK0329) .-- ISBN 978626-95051-6-6 (平裝) NT$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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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住宅問題 2.住宅政策

542.6

互住時代 : 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
作住宅 / 方孟珂(Michael LaFond), 拉
瑞莎.茨維特科娃(Larisa Tsvetkova)主
編 ; 詹竣傑, 詹品丞, 林偉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
改革組織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6313-1-1 ( 平 裝 )
NT$450
1.住宅政策 2.社區 3.個案研究
542.635
看穿雇用潛規則,立刻找到好工作 :
管理 30 國薪資的外商人資揭密,好福
利、好前途、好老闆的工作這樣找 /
職來直往 Miss 莫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Happy learning ;
198) .-- ISBN 978-986-136-601-2 (平裝)
1.就業 2.職場成功法 542.77
為何家會傷人 / 武志紅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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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6-98-5 (平裝) NT$360
1.家庭關係 2.親子關係 544.14
*了不起的硬核媽媽 / 格十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(Vision ; 215) .-- ISBN 978-986-406250-8 (平裝) NT$350
1.母親 2.育兒 3.家庭關係 544.141
卡內基夫人 : 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
女人 / 桃樂絲.卡內基作 ; 逸凡譯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(心學堂 ; 12) .-- ISBN 978-986-392388-6 (平裝) NT$300
1.夫妻 2.兩性關係 544.143
雨過天青 : 2016-2019 有你一起走的
婚姻平權攝影故事書 = Equal love.To
equality we love. / 社團法人台灣彩虹
平權大平台協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0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(mark ;
166) .-- ISBN 978-986-0777-45-1 (精裝)
NT$550
1.同性婚 2.同性戀 3.社會運動 4.臺
灣 544.329
不怕已讀不回 / 凱蒂思.佳莉莉
(Candice Jalili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92-3 (平
裝) NT$340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544.37
性別教育與生活 / 陸偉明作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2-18-2 (平裝)
1.性別教育 2.兩性平權 3.兩性關係
544.7
變裝的藝術 / Jake Hall 著 ; Sofie Birkin,
Helen Li, Jasjyot Singh Hans 繪 ; 陳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36 面; 28 公
分 .-- (iMAGE ; 3)(in ; 7) .-- ISBN 978986-0777-46-8 (精裝) NT$799
1.性別研究 2.性別角色 3.性別認同
4.流行文化 544.7
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? : 15 位跨虹者
勇敢與您分享真實生命故事 / 風向
新聞編輯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社團法人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
會, 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210-2-5 (平裝)
1.同性戀 544.75
改變性別,是為了活出真實自我 : 日
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為性少數、性
別認同障礙者打破成規,改變社會! /
上川礼著 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9 .-- 272 面 ; 21 公 分 .-(View) .-- ISBN 978-957-13-9315-5 (平
裝) NT$300
1.變性人 2.性別認同 3.政治參與 4.
傳記 5.日本 544.75
歲月的恩典 : 擁抱美好的老年時光 /
帕克.巴默爾(Parker J. Palmer)著 ; 陳
世佳, 林允箴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心理學系列 ;
11052) .-- ISBN 978-986-0744-28-6 (平
裝) NT$300
1.巴默爾(Palmer, Parker J.) 2.老年 3.
生活指導 544.8
預見熟年的自己 : 老後自在的生活
法律 / 呂秋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76
面; 21 公分 .-- (Focus ; 100) .-- ISBN
978-957-658-630-9 (平裝) NT$400
1.老年 2.法律諮詢 544.8
老年經濟安全與理財規劃 / 賀冠群,
廖勇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鑫富樂

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6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52-1-8 (平
裝) NT$385
1.退休 2.個人理財 3.生涯規劃
544.83
社區營造實務操作手冊 / 陳鯤生, 武
季亞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37-4 (平
裝) NT$35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個案研究 545.09
社區營造解剖圖鑑 : 從景觀建築一
舉翻新城鎮面貌,激發老鎮新魅力 /
片山和俊, 林寛治, 住吉洋二作 ; 王美
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44-7 (平裝)
1.社區總體營造 2.日本 545.0931
臺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培
力成果手冊. 109 年度 = Taichung City
community's place making project 2020
annual report / 黃文彬編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,
11008 .-- 175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1-18-9 (平裝) NT$50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臺中市
545.0933/115
城市不服從 : 以失序設計打開生活
想像 / 理查.桑內特(Richard Sennett),
帕布羅.森德拉(Pablo Sendra)作 ; 廖亭
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
驗室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31-4-4 (平裝) NT$350
1.都市計畫 2.空間設計 3.都市社會
學 4.城鄉關係 545.14
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. 2021
第十三屆 / 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
與開發管理學系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
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
系, 11008 .-- 4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6-393-4 (平裝) NT$500
1.都市發展 2.農村 3.文集 4.臺灣
545.1933
門牌下的真相 : 地址,能告訴你什麼?
一場橫跨身分、種族、貧富和權力
的反思 / 迪兒德芮.麥斯葛(Deirdre
Mask)作 ; 韓翔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- (人文) .-ISBN 978-957-05-3362-0 ( 平 裝 )
NT$5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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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階級社會 2.區位

546.1

派 對 尤 物 / 艾 希 莉 . 米 爾斯 (Ashley
Mears)著 ; 柯昀青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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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0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書
房 ; FS0139) .-- ISBN 978-626-315-0140 (平裝) NT$450
1.社經地位 2.女性 3.社交 546.1
在人民之間 : 業餘史家、獨立導演、
維權律師與部落客,從草根崛起的力
量,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
/ 魏簡(Sebastian Veg)著 ; 曾金燕, 徐曦
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20 面; 23
公分 .-- (全球視野) .-- ISBN 978-95708-5968-3 (平裝)
1.中國大陸研究 2.知識分子 3.China
546.1135
NPO 、 公 私 協 力 與 地 方 創 生 =
NPO,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and local
revitalization / 林淑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264 面; 23 公分 .-- (智勝經管系列) .-ISBN 978-957-511-590-6 ( 平 裝 )
NT$400
1.非營利組織 2.區域合作 3.區域開
發 4.個案研究 5.文集 546.707
司法社會工作 = Forensic social work /
戴世玫, 陳至心, 王青琬, 莊謹鳳, 霜
毅柔, 黃心怡, 陳怡青, 陳玟如, 李明
鴻, 蔡杰伶, 張玉龍合著 ; 戴世玫主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68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32-625-6 ( 平 裝 )
NT$480
1.社會工作 2.法律社會學 547
社區工作導論 : 批判性思考 / 林勝義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04-6 (平裝)
NT$330
1.社區工作 547.4
國際視角中的社會工作行動 : 參與
式社區工作方法 / 林秉賢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16-4-6 (平裝) NT$280
1.社會工作 2.社區工作 547.4

社政法典 / 張庭編著 .-- 十四版 .-- [臺
北市]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 11008 .-10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31-3-3 (平裝) NT$580
1.社會福利法規 2.社會政策 547.7
*人間.診間 : 簡守信院長行醫 ing / 簡
守信主述 ; 何姿儀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
基金會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00-3 ( 平 裝 )
NT$420
1.醫療服務 2.通俗作品 548.126
月光寺.華光初照 / 佛光山月光寺撰
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香海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831-1-0 (平裝)
1.佛光山 2.公益事業 3.志工
548.126
*慈濟宗門足跡 : 停聽看覺之行動 /
邱蘭嵐, 胡美蘭, 廖右先文字編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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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8 .-- 204 面; 21 公分 .-- (慈濟文史.
史藏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99090-7-5
(平裝) NT$250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事業 548.126
為什麼要拋棄我? : 日本「嬰兒信箱」
十年記 / NHK 採訪團隊作 ; 陳令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開學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2-4-0 (平裝)
NT$350
1.兒童福利 2.嬰兒 3.社會問題 4.日
本 548.13
脫貧致富領路人 / 任仲文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龍時代, 11009 .-- 254
面; 23 公分 .-- (科技館 ; EST015) .-ISBN 978-986-98780-4-3 ( 平 裝 )
NT$440
1.貧窮 2.中國大陸研究 3.人物志
548.16
傳承 : 南台中家扶之友會 40 週年特
刊 = Taichung Fund for Children and
Families 40 anniversary / 陳彩雲主編 .- 臺中市 : 南台中家扶之友會出版 :
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
會台中市南區分事務所發行, 11008 .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53-0-2 (平裝) NT$360

1.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台中
市南區分事務所 2.兒童福利 3.非營
利組織 548.1933
白領犯罪 / 孟維德著 .-- 3 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19-0 (平裝) NT$680
1.犯罪學 2.白領階級 548.5
刑事政策 : 概念的形塑 / 陳慈幸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602-6 (平裝) NT$520
1.刑事政策 548.5
打開犯罪心理學大門 : 詐騙、竊盜、
縱火、性騷擾、殺人犯,這些壞人都
在想什麼? / 桐生正幸著 ; 魏俊崎譯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勁草生
活 ; 483) .-- ISBN 978-626-7009-61-1
(平裝) NT$350
1.犯罪心理學 2.犯罪防制 548.52
絕歌 : 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/
前少年 A 著 ; 蘇默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View ;
105) .-- ISBN 978-957-13-9364-3 (平裝)
NT$380
1.青少年犯罪 2.個案研究 3.日本
548.581
Why?科學偵查隊 / 曹永先原作 ; 李永
鎬繪 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164 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78-8 ( 平 裝 )
NT$300
1.刑事偵察 2.鑑識 3.科學技術 4.漫
畫 548.6

經濟
風起雲湧 : 白話諾貝爾跨世紀經濟
學獎 1969-2021 / 温坤禮, 温雅竹著 .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台灣感性資訊學
會, 11010 .-- 28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925-2-3 (平裝) NT$550
1.經濟學 2.諾貝爾獎 550
經濟學 : INFOGRAPHICS 視覺資訊
大 繪 解 / 托 馬 斯 . 蘭 姆 格 (Thomas
Ramge), 彥.史沃喬夫(Jan Schwochow)
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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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18 面; 29
公分 .-- (地球觀 ; 65) .-- ISBN 978-986384-570-6 (平裝) NT$880
1.經濟學 2.圖表 550
理論與歷史 : 對社會與經濟演變的
一個解讀 / 路德維希.馮.米塞斯
(Ludwig von Mises)著 ; 謝宗林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488 面; 21 公分 .-(經典名著文庫 ; 88) .-- ISBN 978-626317-106-0 (平裝) NT$560
1.經濟理論 2.歷史哲學 550.1
賭客信條 / 孫惟微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成功講
座 ; 373) .-- ISBN 978-986-392-386-2
(平裝) NT$350
1.經濟理論 2.行為心理學 550.14
制度經濟學 / 約翰.羅傑斯.康芒斯
(John R. Commons)著 ; 趙秋巖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17-153-4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620 .-ISBN 978-626-317-154-1 (下冊:平裝)
NT$750
1.經濟學 2.制度學派 550.1878
疫情大停工過後 / 財團法人禧年經
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天恩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禧
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發行, 11009 .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禧年經濟饗宴文
輯系列 ; 21) .-- ISBN 978-986-277-3277 (平裝)
1.經濟學 2.經濟情勢 3.文集 550.7
經濟、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
論文集. 2021 /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
系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銘傳大學
國際企業學系, 11008 .-- 491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584-32-7 (平裝)
1.國際經濟 2.國際貿易 3.文集
552.107
後疫情時代公共治理及社經發展 =
Public governance,social and economic
development in the post-pandemic era /
黃明聖, 蘇建榮, 劉梅君, 鄭麗君, 陳
敦源, 黃天牧著 ; 江明修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84 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457-053-9 (平裝)
NT$350

1.公共政策 2.經濟發展 3.社會發展
4.文集 552.1507
公平交易委員會工作成果報告. 中華
民國 109 年 /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公平交易委員會,
11008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31-9 (平裝) NT$200
1.經濟行政 553.333
智慧財產授權與商品化實務指引 /
王偉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95-1 (平裝)
NT$450
1.經濟法規 2.契約 3.智慧財產權
553.4
智慧財產行政程序與救濟 : 案例式 /
林洲富著 .-- 4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97-1 (平
裝) NT$420
1.智慧財產權 2.行政程序 3.行政救
濟 4.判例解釋例 553.433
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/ 陳銘祥, 吳尚昆,
陳昭華, 張凱娜合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8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033 (平裝) NT$500
1.智慧財產權 2.法規 553.433
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: 案例式 / 林洲
富著 .-- 4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3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96-4 (平裝)
NT$380
1.經濟法規 2.智慧財產權 553.433
Why?未來能源 / 尹相奭原作 ; 姜信榮
繪 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4
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80-1 ( 平 裝 )
NT$300
1.能源 2.漫畫 554.68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51-4 (平裝)
NT$380
1.不動產業 2.通俗作品 554.89
不動產估價學 / 游適銘編著 .-- 第五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日出版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26 面; 23 公分 .-- (房地產叢
書 ; 66) .-- ISBN 978-957-8418-87-5 (平
裝) NT$500
1.不動產業 2.不動產 554.89
先誠實 再成交 : 永慶房屋良心仲介 /
文仲瑄, 李碧華, 莫非採訪撰述 .-- 臺
北市 : 天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256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7937-7-4 (平裝) NT$400
1.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2.不
動產業 3.仲介 554.89
產業技術白皮書. 2021-2022 / 財團法
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濟部技術處出版 : 經濟部發
行, 11009 .-- 41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3-198-6 (平裝) NT$500
1.產業 2.科學技術 3.中華民國
555.133
科技法制創新 DNA. 2 / 財團法人資
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
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, 11009 .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832-6 (平裝) NT$380
1.科學技術 2.工業法規 3.論述分析
555.4
水 平 母 索 安 全 實 務 指 引 = Safety
guidelines for practice of horizontal
lifeline / 林楨中, 鄭慶武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
生研究所, 11008 .-- 5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6-85-5 ( 平 裝 )
NT$100
1.職業災害 2.勞工安全 555.56

土地價值的公平分配 : 都市更新權
利變換估價 / 黃國義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中國地政研究所 ,
11008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地政叢
書 ; 27) .-- ISBN 978-986-96229-1-2 (平
裝) NT$420
1.地價 554.7

防爆電氣設備檢查管理技術手冊 =
The technical handbook of inspection
management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
explosive atmospheres / 蘇文源, 鄭世
岳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8 .-- 10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862 (平裝) NT$150
1.工業安全 2.設備管理 555.56

丁丁的房產人生雜記. 3 / 丁丁(丁士
鴻)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

模板支撐自主管理技術手冊 =
Technical manual for self-management
of form shoring / 張智奇, 徐增興, 陳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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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8 .-- 55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879 (平裝) NT$200
1.職業災害 2.勞工安全 555.56
職業安全衛生 / 陳泓文編著 .-- 第三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75-3 ( 平 裝 )
NT$360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555.56
*勞動爭議調處師檢定考試 / 鄧學良,
黃沄清, 邱子宇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財團法人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,
11008 .-- 41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501-6-5 (平裝) NT$500
1.勞資關係 2.勞動法規 3.考試指南
556.6
智慧交通科技與管理計畫. (3/4) / 洪
鈞澤, 張學孔, 張靖, 林昶禛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, 11008 .-- 329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388 (平裝) NT$329
1.交通管理 2.科技管理 557
繁華當知來時路 : 北橫公路 / 蔡輝振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
書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4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52-6 (平裝)
NT$980
1.公路史 2.臺灣 557.38339
電信博物館札記 : 天涯若比鄰 =
Anecdotes of the telecom museum / 楊振
興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科學工
藝博物館, 11010 .-- 41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0-01-2 (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0730-02-9 (精裝)
1.電信史 2.電信產業 3.臺灣
557.71933
航空客運與票務 / 鄭章瑞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863-2 (平裝) NT$420
1.航空運輸管理 2.客運 557.943
國 際 貿 易 實 務 = The foreign trade
practices / 蔡緣, 翁正忞, 劉淑琴著 .-三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4-6-0 (平裝)
1.國際貿易實務 558.7
國際貿易實務分析與操作 =
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: analysis

and operations / 謝宗興著 .-- 第七版 .- 臺北市 : 謝宗興, 11008 .-- 401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38-4 (平裝)
NT$600
1.國際貿易實務 558.7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
永續金融大不同 / 安侯永續發展顧
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財團法人安侯建業教育基金會
發行, 11009 .-- 134 面; 23 公分 .-(KPMG 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967975-6 (平裝) NT$285
1.金融 2.永續發展 3.產業發展 561

ISBN 978-957-43-9195-0 ( 平 裝 )
NT$630
1.金融市場 561.7
金融科技概論 = Financial technology /
李顯正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2-5-1 (平裝)
NT$620
1.金融業 2.電子商務 562.19
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歷屆
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/ 林崇漢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
訓院, 11008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9-223-3 (平裝)
1.銀行經營 2.內部控制 3.內部稽核
562.19

臺灣貨幣、經濟與社會雜記 / 游清
松編著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四張犁文
化協會, 11008 .-- 32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87934-3-9 ( 平 裝 )
NT$300
1.貨幣史 2.臺灣社會 561.09

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(重點統
整+歷年試題) / 艾帕斯編著 .-- 第四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617-8 (平裝)
1.授信管理 2.銀行 3.放款 562.33

現代貨幣理論 : 未來世界經濟的思
考模式 / 藍德爾.雷(L. Randall Wray)
著 ; 張慧玉, 王佳楠, 馬爽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
發行, 11009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89-9-2 (平裝) NT$480
1.貨幣政策 2.財政政策 3.總體經濟
學 561.18

不怕失業,財務自由十年計畫 : AI 隨
時都能取代你的工作,唯一避免的方
法就是-財務自由 / 史考特.甘姆(Scott
Gamm)著 ; 丁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
72) .-- ISBN 978-986-507-513-2 (平裝)
NT$36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563

(金融證照)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 7 日
速成 / 艾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4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635-2 (平裝)
1.洗錢防制法 561.2
(銀行招考)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焦
點速成 / 艾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4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636-9 (平裝)
1.洗錢防制法 561.2
金融市場 / 李顯儀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4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870-0 (平裝) NT$500
1.金融市場 561.7
現代金融市場 = Financial markets / 黃
昱程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黃昱程
出版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總經銷, 11009 .-- 533 面; 26 公分 .--

如果最終目標是賺錢,那為什麼不一
開始就學習如何理財 / 王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48-8-0 (平裝) NT$350
1.理財 563
有錢人的習慣和你不一樣 / 基斯.卡
麥隆.史密斯(Keith Cameron Smith)著 ;
黃煜文譯 .-- 二版 .-- [臺北市] : 方言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387 (平裝) NT$320
1.理財 2.財富 3.成功法 563
致富的密碼 / John Lee 著 ; 梁如幸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273-9 ( 平 裝 )
NT$32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5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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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0 到億!社畜也能財務自由 : 我
「23 歲/沒背景/沒資歷」,用 6 年打
敗死薪水,提早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/
迫佑樹著 ; 林安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20-4 (平
裝) NT$36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3.成功法 563
銀行員是怎麼存錢的? : 資深銀行員
偷學客戶的財富自由秘訣 / 崔民寧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(Biz ;
379) .-- ISBN 978-986-0742-99-2 (平裝)
NT$360
1.理財 2.成功法 563
讓可愛的錢繼續滾進來 : 28 種財務
自由的方法,讓你的錢比你會賺錢 /
瑞秋.李察斯(Rachel Richards)作 ; 陳
映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 373) .-- ISBN 978957-13-9392-6 (平裝) NT$38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563
以太奇襲 : 一位 19 歲天才,一場數位
與 金 融 革 命 / 卡蜜拉. 盧 索(Camila
Russo)著 ; 洪慧芳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
市] : 早安財經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早安財經講堂 ;
97) .-- ISBN 978-986-99329-7-4 (平裝)
NT$470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 3.通俗作品
563.146
數字貨幣的 9 種暴利秘辛 / 林子豪
著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1-917-6 (平裝) NT$420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 3.投資
563.146
錢進加密貨幣 : 掌握金融變局,彎道
超車搶先機! / 楊書銘著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(iRICH ; 30) .-- ISBN
978-957-658-643-9 (平裝) NT$450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 563.146
人人都能學會靠 ETF 領高息賺波段
全圖解 / <<Smart 智富>>真.投資研究
室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富
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
11009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874-2-2 (平裝) NT$249
1.基金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
563.5
創業投資聖經 : Startup 募資、天使投
資人、投資契約、談判策略全方位
教戰法則 / 布萊德.費爾德(Brad Feld),
傑生.孟德森(Jason Mendelson)著 ; 陳
鴻旻, 林麗雪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(地球觀 ; 32) .-ISBN 978-986-384-583-6 (平裝)
1.創業投資 563.5
現代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 = Modern
securities regulation : cases and
explanations / 劉連煜著 .-- 增訂十八
版 .-- [新北市] : 劉連煜出版 ; 臺北市 :
新學林 出版股 份有 限公司 總經銷 ,
11009 .-- 7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26-1 (平裝) NT$800
1.證券法規 2.論述分析 563.51
當代財經大師的守錢致富課 : 22 堂
課教你戰勝市場、騙子和你自己 /
傑森.茲威格(Jason Zweig)作 ; 梁東屏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出版 :
方言文 化出版 事業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49-9-6 (平裝)
1.投資 2.投資組合 3.投資管理
563.52
東協自由貿易區與外商直接投資 /
李陳國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果
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50
面; 26 公分 .-- (亞太經貿研討系列叢
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98225-8-9 (平
裝) NT$600
1.國外投資 2.自由貿易 3.區域經濟
4.東南亞 563.528
100 張圖讓股市小白變專家 / 方天龍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
社, 11009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94-9-2 (平裝) NT$399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ESG 投資大未來 : 永續發展趨勢下的
資產配置全攻略 / 元大投信團隊策
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經濟日報,
11010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(投資理
財 ; 48) .-- ISBN 978-986-06879-1-0 (平
裝) NT$330

1.證券投資 2.投資分析

563.53

小朋友學投資的散戶生存術 : (看盤、
停損、選股)看到什麼做什麼,抗跌追
漲護荷包 / 小朋友學投資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638-5 (平裝) NT$40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
563.53
打破選股迷思的獲利心法 / 亞斯華
斯.達摩德仁(Aswath Damodaran)作 ;
吳書榆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10 .-- 40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1-56-8 (平裝) NT$62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563.53
每個人都能大賺 30% : 股價跳水照樣
穩定獲利的「價值工程投資法」 /
奥山月仁著 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2-78-9 (平裝) NT$35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走進 K 線女王的交易室 : 從 20 萬資
金翻倍千萬的獲利思維 / 鄭雅瑄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 (投資贏家系列 ; 53) .-- ISBN 978626-7014-18-9 (平裝) NT$35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金融市場技術分析(暢銷經典版) / 約
翰.墨菲(John J. Murphy)著 ; 黃嘉斌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寰宇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(寰宇技術
分 析 ; 459-460) .-- ISBN 978-98606229-6-6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420 .-ISBN 978-986-06229-7-3 (下冊:平裝)
NT$420
1.證券投資 2.期貨交易 563.53
*海期刀神的 60 分 K 獲利術 : 一小時
學會「均線與斜率」,賺 100%的致勝
雙刀流! / 刀神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Money ; 44) .-- ISBN 978986-5564-46-9 (平裝) NT$450
1.證券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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斜槓金融投資的成功思維 / 吉丞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聚財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72-2-9 (精裝) NT$680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563.53
偷學億萬散戶贏家的當沖獲利術 /
日經理財作 ; 劉格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80 面; 28 公分 .-- (投資贏家 ;
52) .-- ISBN 978-626-7014-16-5 (平裝)
NT$25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*程式交易 XS 策略開發與應用 / 許
江河編著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 許江河,
11008 .-- 245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36-0 (平裝) NT$390
1.證券投資 2.電腦程式 563.53029
華爾街幽靈的禮物 : 頂尖交易員敗
中求勝的三個祕密 / 亞瑟.李.辛普森
(Arthur L. Simpson)著 ; 張嘉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(思 ; 27) .-- ISBN
978-626-95014-3-4 (平裝) NT$520
1.期貨交易 2.投資技術 563.534
快速學會 選擇權 / Dave C, 吳西蒙,
Amber 作 .-- 新 北 市 : 知 果 文 化 ,
11009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25-8-4 (平裝)
1.選擇權 2.投資 563.536
選擇權 武功祕笈 / Dave C, 吳西蒙,
Amber 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
書, 11008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0-149-8 (平裝)
1.選擇權 2.投資 563.536
選擇權高手 30 日養成術. 基礎篇 /
Dave C, 吳西蒙, Amber 作 .-- 五版 .-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9 .-- 21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84-3 (平
裝)
1.選擇權 2.投資 563.536
三角洲理論 : 技術分析大師威爾斯.
威爾德的顛峰之作 / 威爾斯.威爾德
(Welles J. Wilder)著 ; 黃川誌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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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49-8-9 (平裝) NT$480
1.證券市場 2.投資分析 563.54

用心就能邁向巔峰 : 超業心思維,組
織心出路 / 林麗婷著 .-- 臺北市 : 誌
成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企管銷售 ; 50) .-- ISBN 978986-99302-6-0 (平裝) NT$300
1.保險業管理 2.保險行銷 3.組織管
理 563.7
銀髮族理財樂活規劃 / 余祖慰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28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6-120-7 ( 平 裝 )
NT$360
1.保險規劃 2.理財 3.高齡化社會
563.7
政府採購之爭議處理與救濟 / 鄧志
偉, 陳虹均, 潘佳苡, 鄧亦恩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591-3 (平裝) NT$400
1.政府採購 2.公共財務法規 3.問題
集 564.72022
太極門 1219 事件平反第十四週年論
壇 特 刊 = The 1219 incident : 14th
anniversary of Tai Ji Men's acquittal
recommendations for tax and legal
reform / 聯合國 NGO 世界公民總會
(台灣)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大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7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967-2-9 (平裝)
1.稅務行政救濟 2.個案研究 567.01
境外公司反避稅 = Anti-avoidance for
offshore companies / 史芳銘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50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8697-3-4 (精裝) NT$650
1.稅務 2.稅法 3.租稅規避 567.01
租稅法 = Taxation law / 吳嘉勳編著 .- 四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8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4-5-3 (平裝)
1.稅法 567.023

1.稅法 2.論述分析

567.023

稅捐稽徵法 / 黃俊杰, 藍元駿, 蔡孟彥,
黃茂榮, 葛克昌, 鍾騏, 江彥佐, 陳衍
任, 陳清秀, 邱晨, 柯格鐘, 陳汶津, 范
文清, 謝如蘭, 黃源浩, 黃士洲, 許澤
天, 張永明, 吳東都合著 ; 黃茂榮, 葛
克昌, 陳清秀主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01-9 (平
裝) NT$680
1.稅法 567.023
土地稅體系 / 許文昌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597-5 (平裝) NT$450
1.土地稅 2.稅法 567.24023

政治
閱讀生命政治 / 黃涵榆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春山之聲 ; 29) .- ISBN 978-626-95003-1-4 ( 平 裝 )
NT$460
1.政治思想 570.1
近代中國思想歷程 / 吳彤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 11010 .-394 面; 23 公分 .-- (中國近代史研究 ;
14) .-- ISBN 978-986-06430-8-4 (平裝)
NT$450
1.政治思想史 2.中國政治思想 3.近
代史 570.927
馬基維利語錄 / 塩野七生著 ; 楊征美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0 面; 21 公分 .- (羅馬人的故事) .-- ISBN 978-957-147276-8 (平裝)
1.馬基維利(Machiavelli, Niccolo,
1469-1527) 2.學術思想 3.政治思想
570.9404

租稅法規 : 理論與實務 / 黃明聖, 黃
淑惠著 .-- 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78-0 (平
裝) NT$680
1.稅法 567.023

世界民族主義觀察與研究 : 疫苗民
族主義的興起 / 羅志平作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09 .-- 300 面;
21 公分 .-- (Do 觀點 ; 67) .-- BOD 版 .- ISBN 978-986-06839-0-5 ( 平 裝 )
NT$390
1.民族主義 571.11

稅法各論 / 陳清秀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088 (上冊:平裝) NT$850

言語行為、言論自由與傷害 : 立基
於言語行為的言論自由理論 =
Speech acts,free speech and harm : a
speech act based theory of freedom o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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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eech / 鄭光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立
臺灣大學發行, 11008 .-- 328 面; 21 公
分 .-- (臺大哲學叢書 ; 20) .-- ISBN
978-986-350-487-0 (平裝) NT$470
1.言論自由 571.944
各國人事制度 : 比較人事制度 / 許南
雄著 .-- 第 19 版 .-- 新北市 : 商鼎數
位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704 面; 23
公分 .-- 大學用書 .-- ISBN 978-986144-201-3 (平裝)
1.人事制度 572.4
公職考試講重點 : 行政學(含行政學
概要、行政學大意) / 謝望民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4-85-2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450
1.行政學 572.9
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 / 朱鎮明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120-6 ( 平 裝 )
NT$400
1.公共行政 2.行政決策 3.策略規劃
572.9
公共事務 : 洞悉社會議題,汲取各國
智庫 / 鄭博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184-8 (平裝) NT$300
1.公共行政 2.行政管理 3.文集
572.907
絕筆集 / 彭明敏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4-279-6 (平裝) NT$300
1.臺灣政治 2.言論集 573.07
內政部移民署年報. 109 年 = National
Immigration Agency,Ministry of the
Interior 2020 annual report / 內政部移
民署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內政部移
民署, 11009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6-16-0 (平裝) NT$500
1.內政部移民署 573.29061
圖解現行考銓制度 / 梅林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268 面; 23 公分 .-(圖解政治系列 ; 8) .-- ISBN 978-626317-066-7 (平裝) NT$380
1.考銓制度 573.4

百問中國 你所不知道的強國假面與
真相 / 王丹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匠
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, 11008 .-384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084-9-6 (平裝) NT$350
1.中國大陸研究 2.言論集 574.1
中國的亞洲外交 / 青山瑠妙著 ; 李世
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79-7 (平裝)
NT$480
1.中國外交 2.亞洲 574.18
周边视野下的东南亚 : 区域合作与
政治发展 / 李一平, 陈世凤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08 .-324 面; 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周邊視
野下的東南亞: 區域合作與政治發
展 .-- ISBN 978-986-06898-4-6 (平裝)
NT$520
1.中國外交 2.區域合作 3.政治發展
4.東南亞 574.18
做總統的幸福政策 / 郭郎著 .-- 初
版 .-- 花蓮縣玉里鎮 : 郭郎, 11008 .-8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164-6 (平裝)
1.臺灣政治 2.言論集 574.33
地方政府管理 : 結構與功能的分析 =
Loc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: analysis
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/ 呂育誠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智勝經管
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589-0 (平
裝) NT$450
1.地方自治 2.地方政府 3.地方政治
575.19
南投縣政府重要紀事. 2020 = Nantou
county government / 林琦瑜總編輯 .-南投市 : 南投縣政府, 11009 .-- 13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2-72-1 (平
裝)
1.公共行政 2.南投市 575.33/119
警察政策案例研習 / 謝宜峯, 林冠廷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3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15-3 (平裝)
NT$340
1.警政 575.8
消防法規(設備師士專用) / 盧守謙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8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85-8 (平裝)
NT$780
1.消防法規 575.81
火警探測器/撒水頭設置使用現況與
故障原因之調查研究 / 簡賢文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美國消防
工程師學會台灣分會, 11008 .-- 9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198-3-5 (平
裝)
1.消防設施 2.設備標準 3.消防安全
575.875
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/ 盧守
謙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6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74-2 (平裝)
NT$720
1.消防設施 2.消防安全 3.設備標準
575.875
圖解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/ 盧守
謙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73-5 (平裝)
NT$480
1.消防設施 2.消防安全 575.875
台灣關鍵年代 : 民進黨的誕生 19861987 = Taiwan's defiant years : the rise
of the DPP / 邱萬興作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, 11009 .-400 面 ; 24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998-0-7 (平裝) NT$630
1.民主進步黨 2.臺灣政治 576.334
新現實 : 杜拉克談新政治、新經濟、
新社會、新世界觀 / 彼得.杜拉克
(Peter F. Drucker)作 ; 林麗雪譯 .-- 臺
北市 :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56 面; 22 公分 .-- (跨世紀大
師彼得.杜拉克全集 ; 25) .-- ISBN 978986-99851-9-2 (精裝) NT$480
1.國際政治 2.國際經濟 3.資訊社會
578
國際關係辭典 / 包宗和, 林麗香, 蔡育
岱, 王啟明, 林文斌, 徐家平, 譚偉恩,
葉怡君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834 (平裝) NT$400
1.國際關係 2.詞典 578.1041
1971 神話聯合國 / 姚嘉文著 .-- 彰化
市 : 財團法人關懷文教基金會,
11010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781-2-1 (平裝) NT$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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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聯合國 2.臺灣政治

578.147

*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: 區域、國家、
族群與跨界 / 楊聰榮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4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32-629-4 (平裝) NT$500
1.區域研究 2.東南亞 578.1938
中華民國對外條約輯編. 第二十三編
下冊, 中華民國 88 年至 106 年 =
Treatie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
(Taiwan) and foreign states volume
XXIII part II (1999-2017) / 外交部條約
法律司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
華民國外交部, 11010 .-- 427 面; 26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4729-8 (精裝附光碟片) NT$500
1.中華民國外交 2.條約 578.285
*拜登新局與美中台戰略轉型 / 王崑
義, 施正鋒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國際研究學會, 11008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85-5-1 (平
裝) NT$460
1.中美關係 2.美中臺關係 3.國家戰
略 578.522
由福利到人權 :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
權利公約深/申論 / 金亨植等著 ; 趙文
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伊
甸社會福利基金會, 巨流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504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57-8819-44-3 ( 平 裝 )
NT$450
1.國際人權公約 2.身心障礙者
579.27
*台灣與聯合國兩盟約 : 從<<世界人
權 宣 言 >> 談 起 = Taiwan and the
covenants of UN : starting with Universal
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/ 蔡百銓
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蔡百銓,
11008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168-4 (平裝) NT$500
1.人權 2.國際人權公約 579.27
<<記憶、人權、劇場>>創作研討會 :
2019 台南國際人權藝術節創作研討
專輯 / 曾吉賢, Diego E. Rodrígoz, 黃
國鉅, 鍾喬, 黃愛明, 王友輝, 詹傑, 張
笑翼, 林志遠, 張閔淳, 許慧玲, 鴻鴻,
李鈺玲, 廖俊凱, 沈琬婷, 陳曙曦, 葉
志偉, 黃駿雄[著]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, 國家人權
博物館, 11007 .-- 103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04-4-8 (平裝)

1.人權 2.藝術 3.文集

579.2707

走自己的路 : 台灣引進國際人權公
約的策略與實踐 / 王幼玲, 伍維婷, 李
念祖, 林沛君, 姚孟昌, 施逸翔, 張文
貞, 郭銘禮, 陳玉潔, 彭治鏐, 黃默, 黃
嵩立, 黃慈忻, 顏玉如, 顏詩怡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18-3 ( 平 裝 )
NT$450
1.人權 2.國際人權公約 3.文集
579.2707
跨國商務法律的第 1 本書 : 學校教的
怎麼不夠用? / 李依玲作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21-4 (平裝) NT$400
1.國際商法 2.國際貿易法規 579.94

法律
法學概論 / 劉振鯤著 .-- 二十八版 .-臺北市 : 劉振鯤出版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總經銷, 11009 .-- 3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08-7 (平裝)
NT$380
1.法學 580
法哲學 : 自然法研究 / 陳妙芬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4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998-0 (精裝)
1.法律哲學 2.自然法 580.12
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
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0 / 顏廷棟, 吳孟
儒, 宋蕙君, 林易, 林映辰, 林宣汶, 陳
美汎, 陳盈臻, 陳琬綺, 黃雅音, 黃慧
旻, 楊少翔, 楊俊財, 鄭中第, 蔡萱文,
盧柔均作 .-- 臺北市 : 銘傳大學法律
學院, 11008 .-- 35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84-31-0 (平裝) NT$350
1.法律 2.教學研究 3.文集 580.3
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
討會 : 法學新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
文集. 2020 / 王偉霖, 吳珮君, 林盟翔,
黃鈺慧, 劉玉中, 熊愛卿, 賴建宇, 楊
君毅作 .-- 臺北市 : 銘傳大學法律學
院, 11008 .-- 12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84-30-3 (平裝) NT$350
1.法學 2.文集 580.7
憲法新論 / 董保城, 法治斌著 .-- 八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
11009 .-- 7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596-8 (平裝) NT$750
1.中華民國憲法 581.21

11009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593-7 (平裝) NT$500
1.物權法 584.2

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 / 陳淳文, 吳庚
著 .-- 增訂七版 .-- [臺北市] : 陳淳文,
吳庚出版 : 三民書局總經銷, 11009 .- 8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63-6 (平裝) NT$750
1.中華民國憲法 2.文集 581.27

實用民法物權 / 陳榮傳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177-0 (平裝) NT$400
1.物權法 584.2

月旦簡明六法 / 黃榮堅, 許宗力, 詹森
林, 王文宇編 .-- 三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9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88-3 (精
裝) NT$900
1.六法全書 2.中華民國法律 582.18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. 2021 /
黃哲彥主編 .-- 臺北市 : 使徒出版社
有限公司出版 :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
總會法規委員會發行, 11009 .-- 47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2-0-7 (平
裝) NT$200
1.教會法規 583.2
民法概要 / 詹森林, 馮震宇, 林誠二,
陳榮傳, 林秀雄著 .-- 16 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065-0 (平裝) NT$650
1.民法 584
民法概要 / 鄭冠宇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56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16-0 (平裝) NT$600
1.民法 584
實用民法概要(圖解民法入門) / 劉振
鯤著 .-- 二二版 .-- 臺北市 : 劉振鯤出
版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11-7 (平裝) NT$400
1.民法 584
民法總則 / 李淑明著 .-- 12 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5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999 (平裝) NT$600
1.民法總則 584.1
民法總則 / 葉啟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8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002 (平裝) NT$560
1.民法總則 584.1
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/ 邱玟惠著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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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債編總論 / 陳猷龍著 .-- 六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084-1 (平裝) NT$500
1.債法 584.3
親屬法 / 戴炎輝, 戴東雄, 戴瑀如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606-4 (平裝) NT$700
1.親屬法 584.4
親屬法講義 / 林秀雄著 .-- 六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605-7 (平裝) NT$450
1.親屬法 584.4
幸福了,然後呢? : 你該知道的家事法
律 / 呂秋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8 面;
21 公分 .-- (Focus ; 99) .-- ISBN 978957-658-629-3 (平裝) NT$400
1.家事事件法 2.問題集 584.4022
夫妻財產制之法理探析 : 兼論稅務
及土地登記實務運作 / 羅裕翔, 趙逸
凡著 .-- 新北市 : 臺灣工商稅務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146-48-9 (平裝)
NT$400
1.夫妻財產制 2.婚姻法 3.判例解釋
例 584.418
繼承法 / 戴炎輝, 戴東雄, 戴瑀如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607-1 (平裝) NT$450
1.繼承 584.5
圖解刑法入門 / 劉振鯤著 .-- 九版 .-臺北市 : 劉振鯤出版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總經銷, 11009 .-- 4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09-4 (平裝)
NT$400
1.刑法 585
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/ 張麗卿著 .-- 9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708 面; 23 公分 .--

ISBN 978-626-317-098-8 ( 精 裝 )
NT$750
1.刑法總則 585.1
刑法概要 : 刑法分則 / 盧映潔, 李鳳
翔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9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24-4 (平裝)
NT$420
1.刑法分則 585.2
羽毛賊 : 一樁由執念、貪婪、欲望
所引發,博物史上最不尋常的竊案 /
柯 克 . 華 萊 士 . 強 森 (Kirk Wallace
Johnson)著 ; 吳建龍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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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(Me ; 2101) .-- ISBN 978-9860767-26-1 (平裝) NT$480
1.英國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2.偷竊 3.
動物標本 4.英國 585.45
民事訴訟法新論 / 林家祺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7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78-7 ( 平 裝 )
NT$780
1.民事訴訟法 586.1
刑事訴訟法 / 盧映潔, 李鳳翔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8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13-8 ( 平 裝 )
NT$80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/ 張麗卿著 .- 16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7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25-1 (精裝)
NT$78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/ 陳宏毅,
林朝雲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22-0 (平
裝) NT$70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刑事訴訟法概論 / 林俊益著 .-- 21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8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6-114-6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70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
刑事訴訟法概論 / 林俊益著 .-- 17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5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6-117-7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65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
- 56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4-40-0 (精裝)
1.行政裁判 2.行政訴訟 588.17

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/ 林鈺雄著 .-四版 .-- 臺北市 : 林鈺雄出版 : 新學
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009 .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65-0 (平裝) NT$520
1.刑事訴訟法 586.2

精英戰士 : 從斯巴達到反恐戰爭的
2500 年歷史 / 雷諾夫.范恩斯(Ranulph
Fiennes)著 ; 許綬南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
原出版, 11009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97-9-8 ( 平 裝 )
NT$550
1.特勤部隊 2.軍事史 590.9

實用商事法精義 / 賴源河, 王志誠
著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3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23-7 (平裝)
NT$620
1.商事法 587
公司法實務解析 / 張炳坤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68-8 ( 平 裝 )
NT$500
1.公司法 587.2
現代公司法 = Modern corporate law /
劉連煜著 .-- 增訂十六版 .-- [新北市] :
劉連煜出版 ;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81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02-5 (平裝)
NT$800
1.公司法 587.2
圖解保險法入門 / 劉振鯤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劉振鯤出版 : 元照出
版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009 .-- 4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10-0 (平
裝) NT$400
1.保險法規 587.5
信託法 / 王志誠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111-4 (平裝) NT$580
1.信託法規 587.83
*行政法 / 莊國榮著 .-- 修訂七版 .-[新北市] : 莊國榮出版 ; 臺北市 : 元
照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009 .-- 5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315 (平裝) NT$600
1.行政法 588
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. 中華民國
109 年 1 月至 12 月 / 最高行政法院編
輯 .-- 臺北市 : 最高行政法院, 11008 .59

軍事

內政部役政署年報. 109 年 = National
Conscription Agency Ministry of the
Interior 2020 annual report / 黃英倫, 楊
惟政, 林綺文, 張水木, 許增祥, 劉夢
樵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內政
部役政署, 11008 .-- 167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56-13-9 ( 平 裝 )
NT$250
1.役政 2.中華民國 591.68
兵謀兵法 / (清)魏禧著 ; 李浴日選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98 面; 21 公分 .-- (中
國 兵 學 大 系 ; 9) .-- ISBN 978-9860799-43-9 (平裝) NT$60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
武經七書 / 孫武等著 ; 李浴日選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兵學
大系 ; 1) .-- ISBN 978-986-0799-35-4
(平裝) NT$50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
草廬經略 / (明)佚名著 ; 李浴日選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中
國兵學大系 ; 10) .-- ISBN 978-9860799-44-6 (平裝) NT$35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
陰符經注 / (漢)張良注釋 ; 李浴日選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182 面; 21 公分 .-- (中
國 兵 學 大 系 ; 4) .-- ISBN 978-9860799-38-5 (平裝) NT$27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
虎鈐經 / (北宋)許洞著 ; 李浴日選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- (中

國 兵 學 大 系 ; 6) .-- ISBN 978-9860799-40-8 (平裝) NT$680
1.兵法 2.兵學 3.中國 592.092
孫子音注 / (明)何守法注釋 ; 李浴日
選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540 面; 21 公分 .-(中國兵學大系 ; 2) .-- ISBN 978-9860799-36-1 (平裝) NT$800
1.孫子兵法 2.注釋 592.092
太白陰經 / (唐)李筌著 ; 李浴日選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34 面; 21 公分 .-- (中
國 兵 學 大 系 ; 5) .-- ISBN 978-9860799-39-2 (平裝) NT$50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57
洴澼百金方 / (清)惠麓酒民著 ; 李浴
日選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22 面; 21 公分 .- (中國兵學大系 ; 11) .-- ISBN 978986-0799-45-3 (平裝) NT$78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57
汪氏兵學三書 / (清)汪宗沂選編 ; 李
浴日選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(中國兵學大系 ; 3) .-- ISBN 978986-0799-37-8 (平裝) NT$45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7
投筆膚談 / (明)西湖逸士等著 ; (明)何
守法注釋 ; 李浴日選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536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兵學大系 ;
7) .-- ISBN 978-986-0799-41-5 (平裝)
NT$80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7
兵跡 / (清)魏禧著 ; 李浴日選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490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兵學
大系 ; 8) .-- ISBN 978-986-0799-42-2
(平裝) NT$720
1.兵法 2.中國 592.097
特種作戰之關鍵打擊 / 蘇茂賢著 .-臺中市 : 蘇茂賢, 11010 .-- 冊 .-- (軍事
技藝研究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95743-9184-4 ( 上 卷 : 平 裝 ) NT$2500 .-ISBN 978-957-43-9247-6 (下卷:平裝)
NT$2500
1.戰略 2.戰術 592.4
崩壞的秩序 硝煙四起的歲月 : 國軍
密謀空襲臺灣、比核爆更慘烈的火
燒東京、讓美軍吃癟的神奇小徑......
從 60 場經典戰役看近代各國戰爭史

/ 陳深名, 趙淵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 32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16-813-1 (平裝) NT$420
1.戰史 2.世界史 592.91
21 世紀柴電潛艦戰術與科技新知. II
/ 王志鵬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王志
鵬, 11010 .-- 17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55-1 (平裝) NT$480
1.艦隊 2.潛水艇 3.戰略 597.77
Su-75 LTS Checkmate 俄羅斯第五代
輕型戰機 / 楊政衛著 .-- 1 版 .-- 新竹
市 : 楊可夫斯基, 11009 .-- 104 面; 3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72-8 (平裝)
NT$1100
1.戰鬥機 2.俄國 598.61

史地/傳記類
中國史
圖文中國史 / 樊樹志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20 面; 25 公分 .-- (歷史大講
堂) .-- ISBN 978-957-08-6001-6 (平裝)
1.中國史 2.通俗作品 610
史記人物故實 / 劉錦源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6-124-5 (平裝) NT$240
1.史記 2.人物志 3.研究考訂 610.11
太喜歡歷史了 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史. 4, 東漢三國 / 知中編委會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12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54-1 (平
裝) NT$350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斜槓古人 一些微浮誇、小荒唐的古
人日常 : 古代當官有試用期 X 梁朝
有個宇宙大將軍 X 宋朝人數學很好
X 元朝也有洗門風 / 孟飛, 呂雙波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96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814-8 (平裝) NT$375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
中國斷代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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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煬帝傳 / 袁剛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
11011 .-- 736 面; 22 公分 .-- (歷史. 中
國史) .-- ISBN 978-957-05-3360-6 (精
裝) NT$700
1.隋煬帝 2.傳記 623.75
戰亂中的日常 : 金末元初士人的生
活 / 許守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
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7-33173 (平裝)
1.生活史 2.知識分子 3.元史 625.7
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清史 / 覃仕勇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4-849-2 ( 平 裝 )
NT$320
1.清史 2.通俗史話 627.09
皇帝的家書 : 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
洲帝國的治理實相 / 岡田英弘著 ; 廖
怡錚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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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3-37-9 (平裝) NT$550
1.清聖祖 2.傳記 3.清史 627.2
中法越南交涉史 / 劉伯奎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11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5-1868-8 (平裝) NT$280
1.中法戰爭 2.中法關係 3.中越關係
627.84
動員的力量 : 上海學潮的起源 = The
power of mobilization : origins of the
Shanghai student movement(1919) / 陳
以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09 .-- 732 面;
21 公分 .-- (民國論叢 ; 6) .-- ISBN 978626-7036-15-0 (精裝) NT$1000
1.五四運動 628.263
來去滿洲 : 滿洲國「虛與實」寫真 =
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/ 王佐榮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825-2-6 (平裝) NT$680
1.滿州國 628.47
指揮、後勤與地方政治 / 楊維真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
政大出版社, 11008 .-- 176 面; 23 公
分 .-- (中國遠征軍系列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06740-2-6 (平裝) NT$380
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中日戰爭 3.軍
事史 628.58
中國大陸概論 / 王信賢, 寇健文, 鍾延
麟, 蔡文軒, 王嘉州, 張弘遠, 林雅鈴,
劉致賢, 曾偉峯, 王韻, 王占璽, 王毓
莉, 黃瓊萩, 呂冠頤, 張登及, 沈明室,
郭瑞華著 ; 王信賢, 寇健文主編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077-3 ( 平 裝 )
NT$520
1.中國大陸研究 2.中華人民共和國
628.7
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: 政治心理與
文化基因的新闡釋 / 宋永毅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51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997-3 (精裝)
1.毛澤東 2.文化大革命 3.中國史
628.75

中國遊記
中國高鐵自由行 : 中華歷史文化尋
根之旅 / 吳武明, 余宗珮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亞洲巨龍國際智慧服務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90692-1-2 (全套:平裝) NT$2000
1.旅遊 2.文化觀光 3.中國 690

世界史地
喝到改變世界的酒醉現場 : 金字塔
是用啤酒建造的、甘迺迪被刺時保
鑣宿醉中......原來歷史是喝出來的! /
Benoît Franquebalme 作 ; 韓書妍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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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
No.26) .-- ISBN 978-986-289-627-3 (平
裝) NT$480
1.世界史 710
(警專入學考)警專歷史 : 滿分這樣讀
/ 陳書翊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6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618-5 (平裝)
1.世界史 2.臺灣史 3.中國史 711
世界史偵探柯南. 4, 馬可波羅的足跡
/ 青山剛昌原作 ; 谷仲津奈, 藪野展也

漫畫 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323 (平裝) NT$360
1.世界史 2.文化史 3.漫畫 711
警專歷史 / 蔚喬吉編著 .-- 第一版 .-高雄市 : 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13-0-4 (平裝) NT$420
1.世界史 2.臺灣史 3.中國史 711
25 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 : 我們
是定義歷史的人,還是歷史的囚徒? /
齊斯.洛韋(Keith Lowe)著 ; 丁超譯 .-1 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43-0 (平
裝) NT$480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紀念碑 3.世界
史 712.84
永遠的企業號 : 太平洋戰爭中的美
國 精 神 / 巴 瑞 特 . 提 爾 曼 (Barrett
Tillman)著 ; 揭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35-5 (平裝)
NT$560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航空母艦 3.美
國 712.84
歷史與圖像 : 文明發展軌跡的尋思 /
王世宗作 .-- 增訂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75-1 (平
裝)
1.文明史 2.世界史 713
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 : 環遊世界超
讚! / 慕凡(林琼(瓊)姿)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94-219-7 (平裝) NT$390
1.遊記 2.世界地理 719
穹宇涉獵 / 文釗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
版, 11009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3-20-1 (平裝) NT$500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719
星際尋覓 / 文釗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
版, 11009 .-- 3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3-21-8 (平裝) NT$500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719
蒼茫追憶 / 文釗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
版, 11009 .-- 36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3-19-5 (平裝) NT$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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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

719

亞洲史地
菊分根 : 西原借款與日本的大陸政
策 / 孫志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
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1-4-8 (平
裝) NT$460
1.中日關係 2.北洋軍閥 3.外交史
731.4
日本懷古城鎮散步 = Old town tour of
Japan / G.B. 株式会社編著 ; 黃詩婷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19-1 (平裝)
NT$380
1.旅遊 2.古城 3.日本 731.9
*在緬甸尋找喬治.歐威爾 / 艾瑪.拉
金(Emma Larkin)著 ; 黃煜文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出版,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(Beyond 世界的啟迪) .-- ISBN
978-986-06734-6-3 (平裝) NT$380
1.拉金(Larkin, Emma) 2.歐威爾
(Orwell, George, 1903-1950) 3.遊記 4.
緬甸 738.19
越南心適代 : 越南歷史文化解密 =
OA̍T-LÂM SIM-SEK-T Ā I = The Xfiles on Vietnamese history and culture /
南國文(Nam Quốc Văn)作 .-- 初版 .-[臺南市] : 亞細亞國際傳播社,
11009 .-- 3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87-6-9 (平裝)
1.文化 2.歷史 3.越南 738.33

臺灣史地
閱讀我們的台灣小百科 : 台灣歷史
故事 / 張青史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3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223-680-2 (平裝)
1.臺灣史 2.通俗史話 733.2
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 : 臺灣出兵
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 / 羅伯特.埃
斯基爾森(Robert Eskildsen)著 ; 林欣
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
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
行, 11009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臺灣

研究叢書 ; 29) .-- ISBN 978-986-350479-5 (平裝) NT$560
1.牡丹社事件 2.帝國主義 3.日本史
733.2768
*彩繪鄧南光 : 還原時代瑰麗的色彩
1924-1950 / 王佐榮編著 ; 王子碩彩繪 ;
鄧南光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8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5-1-9 (平裝)
NT$480
1.臺灣史 2.日據時期 3.攝影集
733.28
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史話 / 楊嘉猷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
11009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01-979-9 (平裝) NT$300
1.臺灣民主運動 2.臺灣史 733.2928
空間.記憶.歷史 : 戰後東台灣的政治
監獄 / 陳進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稻鄉出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3-4-6 (平裝)
NT$320
1.白色恐怖 2.政治迫害 3.口述歷史
733.2931
雲林溪還記得 / 黃惠玲文 ; 陳冠伶
圖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
斗六市公所, 11009 .-- 32 面; 21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15-7 (精裝)
NT$300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繪本 4.雲林溪
733.32
閱讀我們的台灣小百科 : 台灣地名
故事 / 張青史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3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223-683-3 (平裝)
1.歷史地名 2.兒童讀物 3.臺灣
733.37
百工職魂 / 目映台北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Vision ;
216) .-- ISBN 978-986-406-256-0 (平裝)
NT$380
1.行業 2.人物志 3.臺灣 733.4
1000 歲歐巴桑的 10 年機車環島夢 /
彩色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36-0 (平裝) NT$420
1.臺灣遊記 733.69

臺灣漫遊記 : 遊記攝影專輯 / 蕭霖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7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18-79-8 ( 平 裝 )
NT$1250
1.臺灣遊記 2.攝影集 733.69
當時明月 : 龍山寺慶元宵 = Under the
same moon : celebrating the Lantern
Festival at Longshan Temple / 劉墉繪圖.
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長歌藝術傳
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96 面; 30X24 公
分 .-- 中 英 對 照 .-- ISBN 978-98699298-5-1 (平裝) NT$660
1.人文地理 2.寺廟 3.臺北市萬華區
733.9/101.9/123.61
家鄉趴趴 Go!走讀三鶯樹專業社群
踏查全記錄 / 黃裕隆, 走讀三鶯樹專
業社群夥伴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走
讀三鶯樹專業社群, 11009 .-- 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7-0-1 (平裝)
1.人文地理 2.社會生活 3.新北市
733.9/103.4
*新民路 142 巷 : 宜蘭舊城浮光 / 游
基倉著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史
館, 11008 .-- 187 面; 23 公分 .-- (宜蘭
人文系列 ; 13) .-- ISBN 978-986-541853-3 (平裝) NT$420
1.人文地理 2.社會生活 3.宜蘭縣
733.9/107.4
畫我上林.話鄉情 / 曾宏煇, 葉劉良玉,
余舒蓉文字 ; 劉秀雲繪圖 .-- 第一
版 .-- 新竹縣關西鎮 : 新竹縣關西鎮
上林社區發展協會, 11010 .-- 36 面;
26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0-11 (精裝) NT$300
1.歷史 2.繪本 3.新竹縣關西鎮
733.9/111.9/123.2
走尋旱溝 : 四張犁開發史話 / 游清松
編著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四張犁文化
協會, 11008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934-2-2 (平裝) NT$300
1.歷史 2.臺中市北屯區
733.9/115.9/115.2
轉山歸來 : 阿里山的這些人,那些事 /
林雨樵, 簡毓錡, 陳品璇, 葉純佟, 劉
小彤, 劉霈誼, 黃奕琦, 陳郁彤, 許晉
嘉, 詹怡真, 劉家榮, 陳岱聲, 方政倫,
陳韶翬, 王珍芷文字與圖片提供 ; 黎
彥均文圖編輯 .-- 嘉義縣番路鄉 : 交
通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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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1-337-1 (平裝) NT$250
1.旅遊 2.產業發展 3.阿里山國家風
景區 733.9/125.9/123.6
等待天光 : 臺南人權歷史場址. Ⅱ /
戴文鋒, 莊永清, 葉瓊霞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臺南研究叢書 ;
R035) .-- ISBN 978-986-5487-33-1 (平
裝) NT$200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臺南市
733.9/127.4
台南旅圖速寫 / 郭正宏著.繪圖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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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
生活 ; 60) .-- ISBN 978-626-95026-3-9
(平裝) NT$360
1.旅遊 2.臺南市 733.9/127.69
臺南西市場 / 陳秀琍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聚珍臺灣
(點子貓科技有限公司), 11009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大臺南文化資產叢書.
第 八 輯 ) .-- ISBN 978-986-5487-38-6
(平裝) NT$400
1.市場 2.名勝古蹟 3.歷史 4.臺南市
中西區 733.9/127.9/105.6
九曲堂車頭風華煙塵 / 梁明輝著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
歷史博物館, 11008 .-- 144 面; 23 公
分 .-- (高雄文史采風 ; 第 20 種) .-ISBN 978-986-5465-46-9 ( 平 裝 )
NT$300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高雄市大樹區
733.9/133.9/109.2
魅 力 高 雄 款 款 仁 武 = KaohsiungRenwu / 蘇福男文字 .-- 高雄市 : 高雄
市政府文化局, 11008 .-- 12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49-0 (平裝)
NT$350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高雄市仁武區
733.9/133.9/111.2
延布遊中 ing /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
著 .-- 臺東縣延平鄉 : 臺東縣延平鄉
公所, 11008 .-- 2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19-54-7 (平裝) NT$450
1.旅遊 2.臺東縣延平鄉
733.9/139.69

歐洲史地

古雅典 24 小時歷史現場 : 從女巫到
摔角老師、間諜到馬拉松跑者,還有
蘇格拉底、柏拉圖等雅典巨擘的日
常 生 活 / 菲 利 浦 . 馬 提 札 克 (Philip
Matyszak)著 ; Arnold 繪 ; 鄭煥昇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 (歷史大講堂) .-- ISBN 978-957-085966-9 (平裝)
1.古希臘 2.生活史 3.希臘史
740.212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6-5-8 (平裝)
NT$260
1.西洋文化 2.文明史 740.3

用資訊圖表讀懂古羅馬 / 約翰.施德
(John Scheid), 米 蘭 . 梅 洛 可 (Milan
Melocco)著 ; 尼可拉.吉耶哈(Nicolas
Guillerat)繪 ; 洪夏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出版, 11009 .-- 132 面; 30
公分 .-- (漫遊歷史 ; 24) .-- ISBN 978626-7012-64-2 (平裝) NT$650
1.古羅馬 2.歷史 3.圖表 740.22

慢聊波蘭 : 波蘭女孩 X 台灣男孩蜜
拉 士 愷 的 實 境 生 活 / 蜜 拉 (Emilia
Borza-Yeh), 葉士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
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主題 ; 140) .-ISBN 978-986-336-416-0 ( 平 裝 )
NT$300
1.社會生活 2.文化 3.波蘭 744.43

帝國的誕生 : 從共和時代到哈德良
的羅馬 / 大衛.波特(David Potter)著 ;
王約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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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9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(Historia
歷史學堂 ; MU0047) .-- ISBN 978-9860767-22-3 (平裝) NT$800
1.羅馬帝國 2.歷史 740.222

千年銀河路 : 橫跨法國、西班牙
1500 公里朝聖之旅 / 劉麗玲文字.攝
影 ; 車菲力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14
面; 21 公分 .-- (輕旅行 ; 9) .-- ISBN
978-986-97606-6-9 (平裝) NT$370
1.徒步旅行 2.朝聖 3.法國 4.西班牙
746.19

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/ 塩野七生著 ; 楊
征美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2 面; 21 公
分 .-- (羅馬人的故事) .-- ISBN 978957-14-7278-2 (平裝)
1.歷史 2.拜占廷帝國 740.229
帕帕拉吉!劃破天空的文明人 : 南太
平洋酋長眼中荒謬的現代文明(百年
經 典 重 現 ) / 埃 利 希 . 薛 曼 (Erich
Scheurmann)著 ; 彤雅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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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16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89-515-1 ( 平 裝 )
NT$260
1.西洋文化 2.文明史 740.3
帕帕拉吉!劃破天空的文明人 : 南太
平洋酋長眼中荒謬的現代文明(百年
經 典 重 現 ) / 埃 利 希 . 薛 曼 (Erich
Scheurmann)著 ; 彤雅立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果力文化, 漫遊者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16 面; 19 公

JJ 瘋巴黎 : 法國 PBP 長途單車挑戰
記 = JJ's mad Paris : a long-distance
cycling challenge at PBP France / 吳淑
禎 JJ Wu 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於
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842-8-5 (平
裝)
1.遊記 2.腳踏車旅行 3.法國 742.89

走著走著就到了 = To the end of the
world / 貝殼腳跟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
彭靖(桃園市), 11008 .-- 310 面; 21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9246-9 (平裝) NT$450
1.旅遊文學 2.徒步旅行 3.西班牙
746.19
相遇,在 Camino : 走過朝聖之路的夏
與冬 / 林郁峯, 張凱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4-51-9 (平裝) NT$450
1.朝聖 2.遊記 3.西班牙 746.19
烏克蘭史 : 西方的梁山泊 / 王承宗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 (國別史) .-- ISBN 978-957-14-7291-1
(平裝)
1.烏克蘭史 748.752
克羅埃西亞 : 西巴爾幹的小歐洲 / 李
孟穎著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術大
學, 11008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遺
產之旅 ; 28) .-- ISBN 978-986-06588-59 (平裝) NT$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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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旅遊 2.文化遺產 3.克羅埃西亞
749.369

美洲史地
讓美式文化影響全球的 13 部經典 /
潔絲.麥克休(Jess McHugh)著 ; 吳宜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91-6 (平裝) NT$399
1.民族性 2.文化 3.社會價值 4.美國
752.3

非洲史地
你一定想看的非洲史 / 楊益作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
限公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(汲古閣 ; 12) .-- ISBN 978-986-392389-3 (平裝) NT$380
1.非洲史 760.1
摩洛哥 : 絢麗的北非花園 / 吳美玲,
張尊禎著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術
大學, 11008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
遺 產 之 旅 ; 29) .-- ISBN 978-98606588-6-6 (平裝) NT$150
1.旅遊 2.文化遺產 3.摩洛哥 767.39
我所知的三毛的撒哈拉 / 蔡適任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Across) .-- ISBN 978-957-139346-9 (平裝) NT$400
1.人文地理 2.西非 3.撒哈拉沙漠
767.685

傳記
世界偉人故事繪本 / Lee Mi Ae 作 ; 陳
馨祈翻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5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23670-3 (精裝)
1.世界傳記 2.通俗作品 781
政客的工具人 : 從樓起到樓塌,十七
位商業巨擘的坎坷人生 / 張愛民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6-71-6 ( 平 裝 )
NT$375
1.企業家 2.傳記 3.中國 782.1

民國學風 : 白話運動的進程,傳統與
現代的衝擊 / 劉克敵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7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07-0 ( 平 裝 )
NT$520
1.文化史 2.傳記 3.中國 782.18
百將圖傳 / (清)丁日昌著 ; 李浴日選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(中
國兵學大系 ; 12) .-- ISBN 978-9860799-46-0 (平裝) NT$800
1.軍事家 2.傳記 3.中國 782.21
三国第一名将 : 关羽 / 林宗达着 .-- 新
北市 :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, 11010 .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(三國研究評論叢
書) .-- 正體題名:三國第一名將:關
羽 .-- ISBN 978-626-95092-0-1 (平裝)
NT$260
1.(三國)關羽 2.傳記 782.823
三國第一名將 : 關羽 / 林宗達著 .-- 新
北市 :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, 11010 .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(三國研究評論叢
書) .-- ISBN 978-986-99708-9-1 (平裝)
NT$300
1.(三國)關羽 2.傳記 782.823
杜甫 :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/ 洪業著 ;
曾祥波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1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04-7 (平
裝)
1.(唐)杜甫 2.傳記 782.8415
我只是個有趣的凡人 : 蘇東坡 / 紀雲
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新觀點 ; 21) .-- ISBN 978-986-065865-1 (平裝) NT$350
1.(宋)蘇軾 2.傳記 782.8516
黃州蘇軾 / 李常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城鄉風貌工作室, 11009 .-- 297 面;
30 公分 .-- (中華文史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98135-5-6 (平裝) NT$1000
1.(宋)蘇軾 2.傳記 782.8516
洪業傳 / 陳毓賢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003-0 (平裝)
1.洪業 2.史學家 3.傳記 4.中國
782.886
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/ 李志綏著
著 ; 戴鴻超英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10 .-- 68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與現
場 ; 305) .-- ISBN 978-957-13-9353-7
(平裝) NT$500
1.毛澤東 2.傳記 782.887
吳忠信日記(1951) = The diaries of Wu
Chung-hsin, 1951 / 吳忠信原著 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9 面;
21 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75) .-- ISBN
978-626-7036-10-5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吳忠信日記(1952-1953) = The diaries
of Wu Chung-hsin, 1952-1953 / 吳忠信
原著 ; 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 286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76) .- ISBN 978-626-7036-11-2 ( 平 裝 )
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吳忠信日記(1954) = The diaries of Wu
Chung-hsin, 1954 / 吳忠信原著 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57 面;
21 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77) .-- ISBN
978-626-7036-12-9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吳忠信日記(1955) = The diaries of Wu
Chung-hsin,1955 / 吳忠信原著 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81 面;
21 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78) .-- ISBN
978-626-7036-13-6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吳忠信日記(1956) = The diaries of Wu
Chung-hsin, 1956 / 吳忠信原著 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74 面;
21 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79) .-- ISBN
978-626-7036-14-3 (平裝) NT$350
1.吳忠信 2.傳記 782.887
親近嚴耕望 : 歷史地理論文隨筆集 /
采詩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48-4 (精裝)
NT$480
1.嚴耕望 2.學術思想 3.傳記 4.中國
782.887
我獨特,我珍貴 : 人文世代的競爭力 /
王怡棻, 陳慧玲, 陳承璋, 陳玉鳳, 錢
麗安, 陳麗婷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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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8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284-7 (平裝) NT$450
1.臺灣傳記 783.31
逆流而上 / 楊淑芬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臺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(人生
典範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86-928461-5 (平裝) NT$400
1.臺灣傳記 2.人物志 783.31
學霸斜槓 plus 魯蛇逆襲 / 簡單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活得
精彩的 100 種方法 ; 1) .-- ISBN 978986-5581-19-0 (平裝) NT$360
1.臺灣傳記 783.31
自立容顏 / 吳豐山, 李永得, 向陽, 呂
東熹, 鄒景雯, 魚夫, 徐璐, 謝三泰, 王
幼玲, 胡元輝, 陳銘城, 蘇正平, 李瓊
月, 陳彥斌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自
立三口組工作室, 齊宜企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01-0-8 (平裝) NT$450
1.臺灣傳記 2.報業 3.人物志 783.32
考選集粹. 第一集 = MOEX highlights
(Vol.1) / 考選部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考選部, 11009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24-44-8 (平裝)
1.公務人員 2.臺灣傳記 783.32
70s 銀領人生的現場 : 橫觀董蓉生音
樂照顧指導士的活躍老化 / 郭金芳,
郭憲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書
苑有限公司, 11008 .-- 9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96-890-9 ( 平 裝 )
NT$200
1.董蓉生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毋甘願的年代 : 走過台灣的苦難佮
祝福 / 黃昭輝口述 ; 鄭雅怡撰稿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
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, 11009 .-- 46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1-225 (平裝)
1.黃昭輝 2.回憶錄 783.3886
世界也撼動不了 : 羽球戰將周天成
的生命見證 / 校園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
11010 .-- 11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8-881-8 (平裝)
1.周天成 2.臺灣傳記 3.運動員 4.羽
毛球 783.3886

成為甘霖 / 張正駿, 謝瑤玲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29-9 (平裝)
NT$300
1.歐陽明 2.企業家 3.企業經營 4.傳
記 783.3886
我的父親 : 台灣猴鶴雙形拳宗師 / 陳
啟淦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企鵝創意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7-70-7 (平裝)
NT$300
1.陳明崙 2.臺灣傳記 3.拳術
783.3886
走過的路必留下痕跡(夕陽無限好) /
林瑤棋作 .-- 臺中市 : 恆藝社, 11008 .- 15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129-4-4 (平裝)
1.醫師 2.回憶錄 783.3886
岳 宗 自 傳 = The autobiography of
Herald Pei / 岳宗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裴源, 11008 .-- 18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05-6 (平裝) NT$250
1.岳宗 2.自傳 783.3886
空姐報報 Emily,從空姐到網紅 : 比淚
水更美的是,重新開始的勇氣與自信!
/ Emily(朱芃穎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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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34-6 (平裝)
NT$380
1.朱芃穎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金融晴雨路 / 鄭西園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44-200-6 (平裝)
1.鄭西園 2.金融業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412-56 (平裝) NT$300
1.沈瑞章 2.海員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*第一道陽光 / 尤惠珠, 周以嘉執筆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
教基金會, 11009 .-- 3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168-9-2 (平裝)
1.周以嘉 2.自傳 783.3886
華教播種者 : 紀念董鵬程先生文集 /
任弘, 周靜琬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, 11009 .-- 44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5-1-4 (平
裝) NT$400
1.董鵬程 2.臺灣傳記 3.文集
783.3886
*微光長旅 : 從南非出發 / 袁亞棋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
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8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2-7-7 (平
裝) NT$340
1.袁亞棋 2.志工 3.回憶錄 4.非洲
783.3886
窮兒求學記 / 一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4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6-8916 (平裝) NT$300
1.王佑民 2.回憶錄 783.3886
轉變 : 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一生奮
鬥的故事 / 李昭陽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8-70-5 (精裝) NT$600
1.李昭陽 2.傳記 783.3886
驀然回首,望盡來時路 / 焦中和著 .-新北市 : 焦中和, 11009 .-- 37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88-2 (平裝)
NT$500
1.焦中和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
前場 : 李洋 / 李洋口述 ; 裴凡強採訪
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(Insight) .-- ISBN 978-957-147288-1 (平裝)
1.李洋 2.運動員 3.自傳 4.臺灣
783.3886

阿富汗的女兒在哭泣 / 法齊婭.古菲
著 ; 侯嘉珏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田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96 面; 21
公分 .-- (Soul ; 3) .-- ISBN 978-986-179688-8 (平裝) NT$380
1.古菲(Koofi, Fawzia) 2.女性傳記
783.628

海變 : 沈瑞章海上傳奇 : 張桂越 2017
採訪紀實索馬利亞 1672 天 = Somalia
captive 1672 days / 張桂越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巴爾幹洋行, 11008 .-- 225

你必須改變你的生命 : 羅丹與里爾
克的友情與生命藝術 / 瑞秋.科貝特
(Rachel Corbett)著 ; 楊雅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人文社群出版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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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176-1-5 (平裝) NT$400
1.里爾克(Rilke, Rainer Maria, 18751926.) 2.羅丹(Rodin, Auguste, 18401917.) 3.傳記 4.歐洲 784
我的時代! / 安德烈.亞歷山大.朱恩磊
(André A. Joulian)作 ; 陳忠義譯 .-- [臺
北市] : André A. Joulian, 11009 .-- 242
面; 25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57-43-9284-1 (精裝) NT$360
1.朱恩磊 2.回憶錄 3.經理人 4.旅館
業管理 784.28
總理時代 : 梅克爾傳 / 烏蘇拉.維登菲
爾(Ursula Weidenfeld)作 ; 張守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280-7 ( 平 裝 )
NT$399
1.梅克爾(Merkel, Angela, 1954- ) 2.傳
記 3.德國 784.38
*羅傑.費德勒 : 無可取代的網球之王
/ 雷恩.史道佛(René Stauffer)著 ; 陳珮
榆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壘文化, 11009 .-384 面; 21 公分 .-- (入魂 ; 10) .-- ISBN
978-986-06935-1-5 (平裝) NT$500
1.費德勒(Federer, Roger, 1981-) 2.網
球 3.運動員 4.傳記 784.4488
叛國英雄.雙面諜 O.A.G. / 班.麥金泰
爾(Ben Macintyre)著 ; 蔡耀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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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(地球觀 ; 64) .-- ISBN 978-986-384591-1 (平裝)
1.戈爾季耶夫斯基(Gordievsky, Oleg)
2.傳記 3.情報組織 4.冷戰 784.88
公關之王 : 卡內基傳 / 林郁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5-05-5 ( 平 裝 )
NT$270
1.卡內基(Carnegie, Dale, 1888-1955) 2.
傳記 785.28
外星人選中的科學家. 1, 外星秘密工
作計畫 / 威廉.米爾斯.湯普金斯
(William Mills Tompkins)著 ; 傅鶴齡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喜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宇
宙傳訊 ; 1) .-- ISBN 978-986-99109-7-2
(平裝) NT$399

1.湯普金斯(Tompkins, William Mills)
2.不明飛行體 3.回憶錄 4.美國
785.28
吃顆桃子 : 我的回憶錄 / 張錫鎬
(David Chang)作 ; 鄭煥昇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1 .-- 45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12-2-2 (平裝) NT$380
1.回憶錄 785.28
我的「現聲說法」 : RBG 不恐龍大
法官人生自述 s / 露絲.貝德.金斯伯
格(Ruth Bader Ginsburg), 瑪麗.哈爾內
特 (Mary Hartnett), 溫 蒂 . Ｗ . 威 廉 斯
(Wendy W. Williams)著 ; 游淑峰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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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48 面; 20 公分 .-- (Spot ;
29) .-- ISBN 978-986-06615-7-6 (平裝)
NT$580
1.金斯伯格(Ginsburg, Ruth Bader) 2.
法官 3.女性傳記 4.美國 785.28
創造文明的人 / 席德.梅爾(Sid Meier)
著 ; 許恬寧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39-3 (平裝)
NT$300
1.梅爾(Meier, Sid) 2.傳記 3.電腦遊戲
4.電腦程式設計 785.28

文物考古
殷虛文字丙編選讀 / 朱歧祥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53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5-1871-8 (平裝) NT$800
1.甲骨文 2.研究考訂 792.2
蔡哲茂學術文集 / 蔡哲茂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8-673-9 (全套:精裝) NT$32000
1.蔡哲茂 2.學術思想 3.甲骨文 4.商
史 5.古文字學 792.2
古玉集釋 / 蔡國樑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
華文物收藏學會, 11008 .-- 31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896-3-0 (平裝)
NT$1500
1.古玉 2.玉器 3.蒐藏 794.4
大秦考 : 秦始皇、兵馬俑與咸陽城,
從考古現場破譯中國秦朝歷史 / 許

衛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32
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叢書) .-- ISBN
978-957-13-9426-8 (平裝) NT$480
1.考古遺址 2.兵馬俑 3.大秦 4.中國
797.8
歡迎來到末日戰場哈米吉多頓 / 艾
瑞克.克萊恩(Eric H. Cline)作 ; 張毅瑄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80 面; 23
公分 .-- (人文) .-- ISBN 978-957-053355-2 (平裝) NT$600
1.考古遺址 2.以色列 3.米吉多
798.83353

語言/文學類
語言文字學
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70 週年
紀念專刊 = Marking 70 years of the
LTTC / 沈冬主編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, 11008 .-- 8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8-1-3 (平
裝)
1.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2.歷史 3.語言
學習 4.外語教學 800.3
語言地理學導論 : 城邦社會文字史
論 / 歐崇敬著 .-- [新北市] : 歐崇敬出
版 ; [嘉義市] : 華人智庫文化創意產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141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72-1 (平
裝) NT$380
1.方言學 801.8
*語言地理類型起源導論篇 : 上古科
學與民族知識傳統 / 歐崇敬著 .-- [新
北市] : 歐崇敬出版 ; [嘉義市] : 華人
智庫文化創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8 .-- 13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186-8 (平裝) NT$380
1.方言學 2.民族文化 3.漢族 801.8
故宮奇玉記 / 施博元, 常恩維, 陳柏翰,
辜榮聖, 蔡沛君, 鄭价萍編著 .-- [苗栗
縣竹南鎮] : 鄭价萍, 11011 .-- 12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73-5 (平
裝)
1.漢語教學 2.教材 802.038
中文概念史談藪 / 鍾少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 11010 .-382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430-9-1 (平裝) NT$6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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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漢語 2.詞源學 3.詞義學

802.18

少年讀成語故事. 1, 自然篇 / 邱昭瑜
著 ; 許書寧繪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9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285-4 (平裝) NT$360
1.漢語 2.成語 3.通俗作品 802.1839
少年讀成語故事. 2, 概念篇 / 邱昭瑜
著 ; 許書寧繪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9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286-1 (平裝) NT$360
1.漢語 2.成語 3.通俗作品 802.1839
成語故事的遊戲書. 2 / 大智文化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(知識好好
玩 ; 2) .-- ISBN 978-986-06510-5-8 (平
裝) NT$300
1.漢語 2.成語 3.兒童遊戲 802.1839
靠關係學成語 / 姜蜜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3-021-0 (第 1 冊:精裝)
1.漢語 2.成語 3.通俗作品 802.1839
成語及名句辭典 / 羅樹孝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唐山出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
化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15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07-201-0 (精裝)
NT$1200
1.漢語詞典 2.成語 3.諺語 802.35
成語典 / 三民書局成語典編纂委員
會編纂 .-- 增訂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1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72-0 (精
裝)
1.漢語詞典 2.成語 802.35
會考形音義完勝計畫 / 李雅萍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9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2-400-6 (平裝) NT$320
1.漢語 2.聲韻 3.中國文字 4.字體 5.問
題集 802.49022
*河洛語音字寶典 / 洪國良著 .-- 第二
版 .-- 高雄市 : 洪國良, 11008 .-- 273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691 (平裝) NT$450
1.閩南語 2.語音 802.52324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
/ 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; 鄧守
信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

(Linking Chinese) .-- ISBN 978-957-085974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08-5975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57-08-5976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57-08-5977-5 (全套:平裝)
1.漢語 2.讀本 802.86
當代中文課程 : 教師手冊 / 國立臺灣
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; 鄧守
信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84 面;
28 公分 .-- (Linking Chinese)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57-08-5973-7 (第 1 冊:
平裝)
1.漢語 2.讀本 802.86
忘記你我做不到,最好學的王可樂日
語 50 音入門書 : 從字源與情境完熟
五十音 / 王可樂日語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11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5-51-6 (平裝) NT$380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 803.1134
一天五分鐘搞定日語單字 / 雅典日
研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15
公分 .-- (全民學日語 ; 63) .-- ISBN
978-626-95008-0-2 (平裝) NT$299
1.日語 2.詞彙 803.12
一字一次就學夠!日語一字多義快記
詞典 / 劉艾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八方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28-9 (平裝)
NT$430
1.日語 2.詞彙 803.12
大家來學日本人天天都在用的日語
單字 / 上衫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
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36-9-1 ( 平 裝 )
NT$349
1.日語 2.詞彙 803.12
日 本 語 常 用 動 詞 活 用 辭 典
N1N2N3N4N5 動詞辭典 : 從零基礎到
考上 N1,就靠這一本! / 吉松由美, 田
中陽子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736 面;
21 公分 .-- (山田社日語 ; 54) .-- ISBN
978-986-246-641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690
1.日語 2.動詞 3.詞典 803.139

新版 這次一定要學會日文法 / 吉松
由美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1
公分 .-- (私房教學 ; 12) .-- ISBN 978986-246-640-7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20
1.日語 2.語法 803.16
揮別形容詞 : 不詞窮寫出成熟文章 /
石黑圭著 ; 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EZ Japan
樂學 ; 26) .-- ISBN 978-986-0795-45-5
(平裝) NT$350
1.日語 2.寫作法 803.17
大学の日本語初級ともだち. vol.1 =
Elementary Japanese for academic
purposes / 東京外国語大学留学生日
本語教育センター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尚昂文化事業國際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27-4-3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60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用中文說日語 / 朱讌欣, 田中紀子合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9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日語通 ; 5) .-- ISBN
978-986-5544-51-5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40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好學日本語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
池畑裕介, 橋本友紀, 葉平亭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0-053-7 (第 1 冊:16K
平裝)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高校日本語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
吉原早季子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
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057-5 (16K 平裝)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就是要學日本語 : 初級 = 今こそ日本
語! / 曾秋桂, 孫寅華, 張瓊玲, 落合由
治, 廖育卿, 蔡欣吟, 蔡佩青合著 ; 淡
江大學日文系編撰團隊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(日語學習
系列 ; 59) .-- ISBN 978-986-5560-38-6
(下冊:平裝) NT$380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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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力日本語. I = ぐんぐん実力が上
がる日本語 / 山本卓司, 田中綾子, 陳
冠霖, 陳淑娟, 張政傑, 廖育卿, 劉怡
伶, 羅濟立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32 面;
26 公分 .-- (日語學習系列 ; 61) .-ISBN 978-986-5560-36-2 ( 平 裝 )
NT$380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
用日語暢遊日本 : 日語旅遊會話+日
本城市導讀 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600-4 (平裝)
1.日語 2.旅遊 3.會話 803.188
初學者開口說日語 / 中間多惠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304 面; 15 公分 .-- 彩
色攜帶版 .-- ISBN 978-957-710-827-2
(平裝) NT$260
1.日語 2.會話 803.188
商用會話日本語 / 翁頂升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4-935-9 (平裝)
1.日語 2.商業 3.會話 803.188
觀光旅行日本語 / 翁頂升著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4-937-3 (平裝)
1.日語 2.旅遊 3.會話 803.188
最新暢銷修訂版日檢單字 N5、N4、
N3、N2、N1 絕對合格一擊必殺! / 楊
孟芳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7-78-7 (平
裝)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絕對合格!日檢文法機能分類寶石題
庫 N5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千田晴
夫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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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12 面; 26
公分 .-- (日檢滿點 ; 6) .-- ISBN 978986-246-638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69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803.189
新日檢 JLPT N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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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10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4-180-5 (平裝) NT$450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803.189
新日檢 N1 單字王 = The key words for
JLPT N1 / 佐藤生, 希伯崙編輯團隊
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592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1-601-1 (平裝)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新制日檢必搶高分熱銷 N1,N2 必考
單字辭典 / 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(熱銷日本語 ; 1) .-- ISBN 978986-246-642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420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大家來學韓國人天天都在用的韓語
單字 / 金敏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36-8-4 ( 平 裝 )
NT$349
1.韓語 2.詞彙 803.22
女孩們的韓文課 / 翁家祥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虛擬點讀
筆版 .-- ISBN 978-986-407-169-2 (平裝)
NT$379
1.韓語 2.會話 803.28
用韓語說臺灣文化 / 郭秋雯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繽紛外語
系列 ; 104) .-- ISBN 978-986-5560-34-8
(平裝) NT$380
1.韓語 2.讀本 3.臺灣文化 803.28
韓檢初級高頻單字 / 吉政俊著 ; 陳慧
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6
公分 .-- (EZ Korea 檢定 ; 9) .-- ISBN
978-986-0795-52-3 (平裝) NT$380
1.韓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289
第一次學泰語,超簡單! / 施明威, Ester
Dumapi 合著 .-- 增訂 1 版 .-- 新北市 :
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(泰語系列 ; 11) .-- ISBN
978-626-95048-3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79
1.泰語 2.讀本 803.758

國際越南語認證導論 : C 級解析 =
The official guide to the iVPT
international vietnamese proficiency testlevel c = CẨM NANG LUYỆN THI
iVPT CÂP ĐỘ C Kèm Đề Thi Mẫu và
Đáp Án / 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
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[臺南市] : 亞細亞
國際傳播社, 11009 .-- 19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887-5-2 (平裝附
光碟片) NT$480
1.越南語 2.考試指南 803.798
誰都學得會的旅遊越南語 / 阮氏貞,
蔡氏清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
國際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6 公
分 .-- (外語學習 ; 98) .-- ISBN 978-9865560-33-1 (平裝) NT$380
1.越南語 2.讀本 803.798
土耳其語 B1-B2 / 曾蘭雅, 徐漢陽
(Erhan Taşbaş), 馬仕強(Özcan Yılmaz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(外
語學習 ; 100) .-- ISBN 978-986-556037-9 (平裝) NT$450
1.土耳其語 2.讀本 803.818
進階外語. 土耳其語篇 / 杜爾孫, 曾蘭
雅, 李珮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
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6
公分 .-- (外語學習 ; 97) .-- ISBN 978986-5560-32-4 (平裝) NT$380
1.土耳其語 2.讀本 803.818
*賽夏語東河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=
kapayakai' noka Saiwalo' : a handbook of
classified vocabulary of Saisiyat Walo
dialect / 鄭仲樺, 菈露.打赫斯.改擺刨
編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香遠出版社,
11008 .-- 14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04-3-8 (平裝) NT$350
1.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賽夏語 3.詞
彙 803.9922
*排灣語大谷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=
Tjinahiljikan a Kakaiyan a Vecik : a
handbook of classified vocabulary of
Paiwan Tjahiljik dialect / 鄭仲樺, 黃良
眺, 孫秋雲, 邱新雲編著 .-- 初版 .-- 屏
東市 : 香遠出版社, 11008 .-- 20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04-2-1 (平
裝) NT$400
1.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排灣語 3.詞
彙 803.99612
*阿美語大坡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= U
Caciaw nu Kawaliwali : a handbook o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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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ified
vocabulary
of
Amis
Kawaliwali dialect / 鄭仲樺, 林有里, 林
春花編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香遠出
版社, 11008 .-- 16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04-4-5 (平裝) NT$350
1.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阿美語 3.詞
彙 803.9972
*阿美語松浦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= U
Suwal nu Mancelan : a handbook of
classified vocabulary of Amis Mancelan
dialect / 鄭仲樺, 王阿鳳, 張朝仔, 張春
英, 林春香編著 .-- 初版 .-- : 香遠出版
社, 11008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04-1-4 (平裝) NT$350
1.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阿美語 3.詞
彙 803.9972
法文文法瑰寶 : 自主學習進階版 / 楊
淑娟, 侯義如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(Linking French) .- ISBN 978-957-08-5967-6 (平裝)
1.法語 2.語法 804.56
用西班牙語說臺灣文化 / 藍文君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繽紛外
語 ; 105) .-- ISBN 978-986-5560-35-5
(平裝) NT$380
1.西班牙語 2.讀本 3.臺灣文化
804.78
高分通過中級複試翻譯寫作. 時事
篇 : 題庫+解析 = Tips to translating &
writing test on current events / 呂伊縵
著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 書奴舒奴出版
社, 11009 .-- 16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8-0-3 (平裝)
1.英語 2.翻譯 3.寫作法 805.1
20000 必考單字搞定英檢 新制多益
托福拿高分 / 人類文化編輯部著 .-五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33-15-9 ( 平 裝 )
NT$650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CNN 主播最常用的英語關鍵字 / 希
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35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596-0 (平裝)
1.新聞英文 2.詞彙 805.12
Peppa Pig 英語假期圖解字典 = A day
with Peppa : holidays in pictures / 希伯

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96 面;
24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977 (精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考遍天下無敵手 10,000 單字 / 吳思遠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
集團-不求人文化, 11009 .-- 7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92-5-5 (精裝)
NT$499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核心英文字彙力 2001-4500 隨身讀 /
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567 面; 19 公分 .-- (英語 Make
me high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57-147270-6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基礎英文字彙力 2000 / 丁雍嫻, 邢雯
桂, 盧思嘉, 應惠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91 面; 26 公分 .-- (英語 Make
Me High 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147287-4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單字圖解全面掌握,英語學習超高效
/ (韓)英語教材研究院著 ; 石洋譯 .-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含章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(易人外
語 ; E0047) .-- ISBN 978-986-06260-8-7
(平裝) NT$399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進階英文字彙力 4501-6000 隨身讀 /
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35 面; 19 公分 .-- (英語 Make
me high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57-147271-3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關 鍵英 單 . 2 : 108 課 綱核心 字彙 ,
Level 3–4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
Judy Majewski, 葉立萱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4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63-6 (16K 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三民精解英漢辭典 / 莫建清主編 .-增訂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0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4-7286-7 (精裝)
1.英語 2.詞典 805.132

Power English : phonics. 1, the alphabet
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1, 字母學習
本 / 林素娥(Su-O Lin), 大衛.杜(David
Doyle)作 ; Emily Chan, 陳靖雱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104
面; 31 公分 .-- (英語學習) .-- ISBN
978-986-5593-86-5 (精裝) NT$700
1.英語 2.發音 805.141
Power English : phonics. 2, consonants &
short vowels 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
2, 字母拼讀本/子音&短母音 / 林素娥
(Su-O Lin), 大衛.杜(David Doyle)作 ;
Emily Chan 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9 .-- 120 面; 31 公分 .-(英語學習) .-- ISBN 978-986-5593-872 (精裝) NT$700
1.英語 2.發音 805.141
Power English : phonics. 3, long vowels
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3, 字母拼讀
本/長母音 / 林素娥(Su-O Lin), 大衛.
杜(David Doyle)作 ; 蔡亞庭, 蘇郁婷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9 .-- 120 面; 31 公分 .-- (英語學
習) .-- ISBN 978-986-5593-88-9 (精裝)
NT$700
1.英語 2.發音 805.141
Power English : phonics. 4, special
consonants 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4,
字母拼讀本/特殊子音 / 林素娥(Su-O
Lin), 大衛.杜(David Doyle)作 ; 簡佳慧,
陳靖雱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9 .-- 120 面; 31 公分 .-- (英語
學習) .-- ISBN 978-986-5593-89-6 (精
裝) NT$700
1.英語 2.發音 805.141
Power English : phonics. 5, special
vowels 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5, 字
母拼讀本/特殊母音 / 林素娥(Su-O
Lin), 大衛.杜(David Doyle)作 ; 蕭宇珊,
李家瑜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9 .-- 120 面; 31 公分 .-- (英語
學習) .-- ISBN 978-986-5593-90-2 (精
裝) NT$700
1.英語 2.發音 805.141
Power English : phonics. 6, activities =
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6, 複習練習本
/ 林 素 娥 (Su-O Lin), 大 衛 . 杜 (Davi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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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yle)作 ; 陳靖雱, 李家瑜, 利曉文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9 .-- 104 面; 31 公分 .-- (英語學
習) .-- ISBN 978-986-5593-91-9 (精裝)
NT$700
1.英語 2.發音 805.141
基礎文法全面掌握,英語學習超高效
/ 許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含章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52 面; 23 公分 .-(易人外語 ; E0046) .-- ISBN 978-98606260-9-4 (平裝) NT$320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日記隨筆學寫作 : 從生活培養孩子
英語作文能力 / 英文研究團隊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心文創, 11010 .-232 面; 23 公分 .-- (英語館 ; E009) .-ISBN 978-986-06862-3-4 (平裝)
1.英語 2.寫作法 805.17
英文寫作素養課 = Writing know-how
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595-3 (平裝)
1.英語 2.寫作法 805.17
Email 撰寫全面掌握,英語學習超高
效 / 賀翊(Tony), 吳悠(Giselle)著 .-- 初
版 .-- [ 臺 北 市 ] : 含 章 有 限 公 司 ,
1101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(易人外
語 ; E0049) .-- ISBN 978-626-95074-1-2
(平裝) NT$399
1.英語 2.電子郵件 3.應用文
805.179
Fun 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: 新生入
門英語閱讀(寂天隨身聽 APP 版) =
American textbook reading key / Michael
A. Putlack, e-Creative Contents 著 ; 陸
葵珍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0-051-3 (第 1 冊:菊 8K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0-052-0 (第 3
冊:菊 8K 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Shadowing 跟讀法 : 英式英語發音聽
力訓練 / Dr Fiona Hu 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32-588-6 (平裝) NT$4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孩子的第一本伊索寓言英文故事書 /
MIS 編輯部著 ; 蘇家慧譯 .-- 初版 .--

新北市 : 語樂多文化出版公司,
11010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98324-2-7 (平裝)
NT$2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英語閱讀輕鬆學 : 文章理解 x 文法概
念 x 前後銜接,閱讀直覺反應 / 吳悠
(Giselle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
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68 面;
21 公分 .-- (原來如此 ; E252) .-- ISBN
978-986-5507-76-3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商用英文 / 徐琍沂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
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84-936-6 (平裝) NT$500
1.商業英文 2.讀本 805.18
商用英文 / 蒙美臻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
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5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940-3 (平裝)
1.商業英文 2.讀本 805.18
國際專業餐飲英語. 餐廳篇(寂天雲
隨身聽 APP 版) / Robert Majure 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0-056-8 (16K 平裝)
1.英語 2.餐飲業 3.讀本 805.18
圖解聯想生活英語小百科 = Life in
pictures : American English for daily use
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608-0 (平裝) NT$35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憂鬱少年的藍色希臘(寂天雲隨身聽
APP 版) / Antoinette Moses 著 ; 李璞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300058-2 (25K 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警專英文 / 呂艾肯, 楊琳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高雄市 : 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13-3-5 (平裝) NT$4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流利電話英語 / 張瑪麗, Doris Shetley
合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9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英語通 ; 9) .--

ISBN 978-986-5544-50-8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40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旅遊英文一點通 / 鐘季霖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44 面; 15 公分 .-- (全民
學英文 ; 61) .-- ISBN 978-986-06463-99 (平裝) NT$290
1.英語 2.旅遊 3.會話 805.188
這些會話最常用!和外國人不尬聊的
5 大生活會話 / 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42 面; 23 公
分 .-- (原來如此 ; E251) .-- ISBN 978986-5507-74-9 (平裝)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情境會話全面掌握,英語學習超高效
/ 許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含章有
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(易人外語 ; E0048) .-- ISBN 978-62695074-0-5 (平裝) NT$350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全民英文單字力檢定 VQC4000 字級 :
附 VQC 英文單字自我診斷系統 / 劉
振華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1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13-6 (平
裝)
1.英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5.189
全民英文單字力檢定 VQC7000 字級
含自我診斷 Demo 版 / 劉振華編著 .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3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3-307-5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5.189
雅思口說教戰手冊 : 從流利度與連
貫性、字彙、文法到發音,讓你思考、
講英文就像個母語人士 / 林熙 Brett
Lindsay 著 ; 張家瑞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(EZ talk) .- ISBN 978-986-0795-49-3 ( 平 裝 )
NT$450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考試指
南 805.189
GEPT 全民英檢中級口說測驗 / 洪宏
齡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 ( 全 民 英 檢 ) .-- ISBN 978-957-445957-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80
1.英語 2.能力測驗 805.18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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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閱讀實戰力
Level Up!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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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 (常春藤全民英檢系列 ; G53-2) .-ISBN 978-986-06662-5-0 ( 平 裝 )
NT$4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: 官方
說寫練習題. 中級 = Intermediate level
speaking and writing practice test / 沈冬
主編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
測驗中心, 11009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58-2-0 (第 1 冊:平裝)
NT$2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: 官方
說 寫 練 習 題 . 中 高 級 = High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and writing
practice test / 沈冬主編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, 11009 .-104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258-3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2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*新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聽力測驗 =
GEPT listen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
level / Andrea 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6
面; 26 公分 .-- (堂奧書碼 ; TAC003) .- ISBN 978-986-06726-4-0 (平裝附光
碟片) NT$38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*新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聽力測驗 =
GEPT listening tests for the elementary
level / 鄭翔嬬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
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9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6-33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5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新制全民英檢中級口說測驗必考題
型 / 陳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
學村出版社, 11009 .-- 2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79-9 (平裝)
NT$450
1.英語 2.能力測驗 805.1892
TOEFL®托福決戰字彙 3800 / 神部孝
作 ; 蔡易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
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89-3 (平
裝)
1.托福考試 2.詞彙 805.1894

魔鬼訓練 : 新托福單字 120 / Amanda
Chou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倍斯特出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(考用英語系列 ; 33) .-- ISBN
978-986-06095-5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499
1.托福考試 2.詞彙 805.1894
20 天拿下新制多益金色證書 / 元晶
瑞, 鄭然澤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源
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608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534-6-5 (平裝) NT$680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一定會考的 NEW TOEIC 新制多益單
字 / 董春磊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源
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40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534-7-2 (平裝) NT$500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805.1895
一定會考的 NEW TOEIC 新制多益單
字. 實戰篇 / 董春磊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34-8-9 (平裝) NT$500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805.1895
多益滿分名師教你 New TOEIC 聽力
滿分備戰心法 / 沈志安, 希伯崙編輯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3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04-2 (平裝)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全新制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TOEIC
多益 5 回全真模擬試題+解析 / 林政
翰,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(台灣)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
求人文化, 11009 .-- 49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92-4-8 (平裝附光
碟片) NT$599
1.多益測驗 2.語法 805.1895
超完勝新制多益高分 5 回 : 黃金試題
1000 題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 UiGeol Lee, Gi-Won Yun, Global21 語學
研究所作 ; 關亭薇, 劉嘉珮, 蔡裴驊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61-2 (16K 平
裝)
1.多益測驗 805.1895

文學

神學學術研究與論文 : 你可以這樣
寫 / 陳維進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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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56-909-9 (平裝)
1.論文寫作法 2.宗教學 811.4
教育論文格式 = ED style / 潘慧玲著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2-17-5 (平裝)
1.教育 2.論文寫作法 811.4
論文就是要這樣寫 / 張芳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(社
會 科 學 研 究 系 列 ; 81240) .-- ISBN
978-986-0744-29-3 (平裝) NT$450
1.論文寫作法 811.4
演說高手都是這樣練的 / 歐陽立中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平
安叢書 ; 第 696 種)(溝通句典 ; 53) .-ISBN 978-986-5596-40-8 (平裝)
1.演說術 811.9
請你說話 : 卡內基給商界人士的演
說力指導;說服 X 影響 X 打動人心的
魅力口才;成功企業家的最強外掛 /
戴爾.卡內基作 ; 王林, 楊玲萱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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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i 生活 ; 21) .-- ISBN 978-98606905-3-8 (平裝) NT$400
1.演說術 811.9
簾幕 / 米蘭.昆德拉(Milan Kundera)著 ;
翁尚均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
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81 種)(米蘭.
昆德拉全集 ; 14) .-- ISBN 978-957-333790-4 (平裝) NT$320
1.小說 2.文學評論 812.78
致 人生 / 胡志成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采薇出版社, 11009 .-- 212 面; 28
公分 .-- (采薇叢書 ; 第四輯) .-- ISBN
978-986-99497-2-9 (平裝) NT$360
813
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,提升你的人文
閱讀素養. 美洲篇 / 陳嘉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75-6 ( 平 裝 )
NT$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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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世界文學 2.推薦書目

813

與世界的孤獨同在 : 閱讀與書寫.生
命敘事文選 / 陳明柔主編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暨素養
課程研發中心, 11009 .-- 41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96-3-3 (平裝)
NT$480
813
大文豪故事集 / 桂文亞作 ; 陳亭亭繪
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64-0 (平裝) NT$350
813.7
世 界 經 典 童 話 繪 本 / Kang Min
Kyoung 作 ; 陳馨祈翻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08 面; 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223-671-0 (精裝)
815.93
床邊故事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.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3302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3-04-3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3-06-7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3-08-1 (第 4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3-03-6 (第 1 冊:精裝
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33-05-0
(第 2 冊:精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626-7033-07-4 (第 3 冊:精裝附光碟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33-09-8 (第 4 冊:
精裝附光碟片)
815.93
世界各國童話繪本 / Eom Hye Suk,
Lee Sang Kyo 作 ; 陳馨祈翻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678-9 (精裝)
815.94
Fairy tale calendar. 2022 / 耳羽工作室
作 .-- 臺中市 : 耳羽工作室, 11011 .-366 面; 17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626-95061-0-1 (精裝) NT$1080
815.96

中國文學
南區八校中文系碩博士生論文研討
會論文集. 第四十二屆 / 施惶恭, 羅英

倫, 王復性, 劉沛芸, 黃絹文, 沈梵瑩,
林詠融, 高守鴻, 許蕣紘, 唐瑩, 楊陽
露著 ; 郭王太郎主編 .-- 初版 .-- 嘉義
縣民雄鄉 :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
系, 11008 .-- 195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79-0-0 (平裝) NT$200
1.中國文學 2.文集 820.7
儒道佛陶染的詩文美學詮釋 / 吳幸
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30 面; 23 公
分 .-- (文學研究叢書. 古典詩學叢刊 ;
804023) .-- ISBN 978-986-478-513-1 (平
裝) NT$320
1.中國文學 2.文學美學 3.文學評論
820.7
中國文學發展史 / 劉大杰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51872-5 (全套:平裝) NT$800
1.中國文學史 820.9
古典詩的現代面孔 : 「清末一代」
舊體詩人的記憶、想像與認同 / 陳
煒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文豐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博雅集林. 文學 ; 10) .-- ISBN
978-957-17-3316-6 (平裝)
1.清代詩 2.詩評 820.9107
讀詞筆記 / 李文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14-5 (平裝) NT$300
1.詞 823

中國文學總集

學研究叢刊 ; 11) .-- ISBN 978-6267002-42-1 (平裝) NT$450
1.詩經 2.研究考訂 3.比較研究
831.18
圖解唐詩 100 : 大考最易入題詩作精
解 / 簡彥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139-8 (平裝) NT$420
1.唐詩 831.4
圖解宋詞 100 : 大考最易入題詞作精
解 / 簡彥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2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140-4 (平裝) NT$420
833.5
古文觀止 / 吳楚材, 吳調侯選編 ; 俞
日霞注釋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潮社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6-803-4 (平
裝)
835
(警專入學考)警專國文滿分這樣讀 /
李宜藍, 邱鉦倫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615-4 (平裝)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人生風景 : 中文閱讀與表達 / 楊淑雯,
林麗紅, 曾子玲, 葉淳媛, 陳雪玉, 曾
玉惠, 林春梅, 蔡美端編著 .-- 五版 .-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84-938-0 (平裝) NT$270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
帝都形勝 : 燕京八景詩抄 / 王鴻鵬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812-4 (平裝) NT$399
831

大學國文 : 閱讀與口語表達 / 侯淑娟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18-4 (平裝)
NT$250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
賞讀書信. 一, 古典詩詞花園 : 唐至清
代繁花盛開一一五首 / 夏玉露作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朵雲文化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809-2-3 (平裝) NT$320
831

大學國文 : 閱讀與文字應用 / 鹿憶鹿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19-1 (平裝)
NT$250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
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 / 張文朝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中
國文哲研究所, 11008 .-- 528 面; 21 公
分 .-- (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

*中文閱讀 / 鄭建忠主編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,
11008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548-56-4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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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國文科 2.讀本

836

*文學與生活 : 悅讀嘉年華 / 亞洲大
學中文編輯小組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2971 (平裝)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本國語文 /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
教育中心本國語文組編著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298-8 (平裝)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李華國文寶典 / 李華編著 .-- 三版 .-新竹市 : 偉文出版社, 11009 .-- 4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39-1-3 (平
裝) NT$600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*悅讀與舒寫讀本 / 呂春明, 周芳敏,
徐玉美, 許煜青, 陳姿夙, 張苾芳, 黃
美玉編著 ; 朱介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08 .-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296-4 (平裝)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警專國文 / 墨白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高
雄市 : 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13-2-8 (平裝) NT$420
1.國文科 2.讀本 836

中國文學別集
油油飯 : 蔡楚詩文集 / 蔡楚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(語言文學類 ; PG2566)(秀文學 ; 46) .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964-9
(平裝) NT$450
848.6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各體文學
夔州農夫 : 杜甫的農事與生活 / 王柏
鐺編著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 神
農廣播雜誌社, 11009 .-- 157 面; 21 公
分 .-- (神農廣播文學叢書 ; 59) .-- 神
農 26 年紀念文集 .-- ISBN 978-98695119-8-8 (平裝)

851.4415
不要在我月經來時逼迫我 / 謝曉陽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
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叢書 ; 664) .- ISBN 978-986-387-477-5 ( 平 裝 )
NT$260
851.487
奴詩來詩之貓詩人 / 奴詩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8-64-4 (平裝) NT$330
851.487
凡塵摯愛 : 王瓊玲劇本集 / 王瓊玲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4-7280-5 (精裝)
854.4
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96 面; 21
公分 .-- (人文) .-- ISBN 978-957-053359-0 (平裝) NT$360
856.287
少年讀世說新語. 1, 亂世中的堅持 /
張小椿編著 ; 25 度繪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294-6 (平裝) NT$420
1.世說新語 2.通俗作品 857.1351
少年讀世說新語. 2, 人性中的至情 /
張小椿編著 ; 25 度繪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295-3 (平裝) NT$420
1.世說新語 2.通俗作品 857.1351

978-986-99350-6-7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99350-7-4 (全套:平裝)
857.7
二嫁的燦爛人生 / 李橙橙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9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993-995) .-ISBN 978-986-509-250-4 (第 1 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51-1 (第
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09-252-8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三生三世步生蓮. 壹, 化繭 / 唐七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
司出版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
行, 11010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☆小
說 ; 9) .-- ISBN 978-986-06756-3-4 (平
裝)
857.7

人間至情 : 曾永義、王瓊玲新編劇
本集 / 曾永義, 王瓊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279-9 (精裝)
854.5

三國演義 / 羅貫中著 ; 顧威演播 ; 郭
英德講解 .-- 臺北市 : 龍圖騰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(文化中國 ;
CC065-CC066) .-- 名家演播.閱讀無障
礙版 .-- ISBN 978-986-388-145-2 (上卷:
精裝) NT$980 .-- ISBN 978-986-388146-9 (下卷:精裝) NT$980
857.4523

十年 / 王濟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8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668 (平裝) NT$450
855

水滸傳 /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3-010-4 (精裝)
857.46

忘掉焦慮,只要記得人生沒有白費的
努力 / 李月亮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
一心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72-1-9 (平
裝) NT$380
855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: 新刻金瓶梅
詞話 / 蘭陵笑笑生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里仁書局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7753-8-0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9000
857.48

被晚安豢養的人 / 曉希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431-2 ( 平 裝 )
NT$320
855

顧曉軍小說. 五, 玩殘歐.亨利 / 顧曉
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62-0 (平裝)
NT$580
857.63

當你夠強大,才能活成自己喜歡的樣
子 / 張小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0 面;
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65 種)(張
小嫻愛情王國 ; 16) .-- ISBN 978-95733-3782-9 (平裝)
855

一品沖喜妻 / 一竿風月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
E1101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90-6
(平裝) NT$320
857.7

台风眼 = Eye of storm / 潭石作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沒 譜 文 化 出 版 社 ,
11010 .-- 冊 .-- 正體題名:颱風眼 .-ISBN 978-986-5550-37-0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-38-7 (第 2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-39-4 (第 3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-40-0
(全套:精裝)
857.7

一個聲名狼藉的 beta = A notorious
beta / QJF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魚
乾工作室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99350-5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
光之祭司 = Priest of light / 香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
出版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
11009 .-- 冊 .-- (fresh ; PS183-) .-- ISBN

我所愛過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: 19301966 年沈從文家書 / 沈從文, 張兆和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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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小清歡 / 雲拿月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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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06-209-5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06-210-1 (下冊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506-211-8 (全套:平裝)
857.7
手握太子賣身契 / 胭脂微甜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009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0501E1105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291-3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292-0 (卷 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
978-986-527-293-7 (卷 3:平裝) NT$270
857.7
古.惑之狼女 / 月輪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10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 (釀奇幻 ; 6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518-8 (平裝) NT$250
857.7

978-986-06010-4-6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99
857.7
安宅小婢 / 墨墨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0001-E110002) .-ISBN 978-986-527-280-7 (上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281-4 (下
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再嫁前世夫 / 曉風殘月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 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0901E110905) .-- ISBN 978-986-527-299-9
(卷 1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27-300-2 (卷 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
978-986-527-301-9 ( 卷 3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302-6 (卷
4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303-3 (卷 5:平裝) NT$260
857.7
朱顏 / 滄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DX) .-ISBN 978-986-524-877-2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-878-9 (第 4 冊:
平裝)
857.7
我有一座恐怖屋 / 我會修空調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知翎文化, 11010 .-冊 .-- (詭讀 ; G069-G071) .-- ISBN 978957-787-348-4 (第 9 冊:平裝) NT$280 .- ISBN 978-957-787-349-1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57-787-3507 (第 11 冊:平裝) NT$280
857.7
我被總裁反套路 / 車厘酒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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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236-1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37-8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38-5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239-2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06-240-8 (全套:平裝)
857.7
我靠美顏穩住天下. 1 / 望三山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14-6-8 (第 1 冊:平裝)
857.7

非人類公所值勤日誌 / 醉飲長歌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
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,
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4-27-6 (第 1 冊:平裝)
857.7
夜不語詭秘檔案. 201 : 鏡仙 / 夜不語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夜不語作品) .-- ISBN 978-957741-422-9 (平裝) NT$180
857.7
怪奇博物館. 201, 鬼櫃 / 夜不語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怪奇博物館) .-- ISBN 978-957-741455-7 (平裝) NT$180
857.7
非常男子高校. 番外篇 / 吾名翼作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10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93-4 (平裝)
857.7
初戀的濾鏡泡泡破裂時 / 一樹著 .-初版 .-- 桃園市 : 栗子文創工作室,
11008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89-8-1 (平裝) NT$320
857.7
炮灰皇后 / 林上清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0201-E110204) .- ISBN 978-986-527-283-8 (卷 1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284-5 (卷
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285-2 (卷 3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27-286-9 (卷 4:平裝) NT$260
857.7
香江神探福邇,字摩斯 / 莫理斯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(綠蠹魚 ; YLM36) .-- ISBN 978-95732-9268-5 (平裝) NT$330
857.7
送上門的笨廚娘 / 七業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
E1106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97-5
(平裝) NT$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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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7.7
棄子 / 傅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71 種)(Joy ;
228) .-- ISBN 978-957-33-3785-0 (平裝)
NT$320
857.7
逢春 / 冬天的柳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 冊 .-- (小說 house 系列 ; 493-498) .-ISBN 978-986-467-297-4 (第 1 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298-1 (第
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467-299-8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467-300-1 (第 4 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01-8 (第
5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467-302-5 (第 6 冊:平裝) NT$270
857.7
*偷偷藏不住 / 竹已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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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6-212-5 (上冊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506-213-2 ( 中 冊 : 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14-9 (下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15-6 (全
套:平裝)
857.7
術數師. 7, 惡之華,聖光之十字 / 天航
KIM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20 公分 .- (悅讀館 ; RE246) .-- ISBN 978-986319-591-7 (平裝) NT$280
857.7
國鎮 / 野夫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
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344 面; 21 公分 .-- (再現 Reappearance ;
HR048) .-- ISBN 978-986-06872-3-1 (平
裝) NT$380
857.7
黑心宅第出福女 / 九月霜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009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0701E1107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294-4
(卷 1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527-295-1 (卷 2:平裝) NT$280 .-- ISBN
978-986-527-296-8 (卷 3:平裝) NT$280
857.7
無威脅群體庇護協會 / matthia 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

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4-25-2 (第 4 冊:平裝)
857.7
登唐入室 / 途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(文創風 ; 986-989) .-- ISBN 978-986509-243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09-244-3 (第 2 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45-0 (第
3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09-246-7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萊茵河之戰 / 隱形城堡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都)(永恆書
系) .-- ISBN 978-986-505-213-3 (平裝)
NT$380
857.7
無聲戲 1938 / 風花雪悅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814-4-4 (上冊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06814-5-1 (下冊:平裝)
857.7
*喜歡你,是我做過最美好的事 / 咸貴
人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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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高寶文
學 ; GLA068) .-- ISBN 978-986-506206-4 (平裝)
857.7
搞什麼鬼之陰間大學 / 吾知來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威 向 有 限 公 司 ,
11009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
都)(米國度書系 ; B0063) .-- ISBN 978986-505-212-6 (平裝) NT$260
857.7
路過人間 / 春日負暄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沒譜文化出版社, 11009 .-- 29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0-455 (平裝)
857.7
颱風眼 = Eye of storm / 潭石作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沒 譜 文 化 出 版 社 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50-417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42-4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550-43-1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550-44-8 (全套:精裝)

857.7
緘默紳士的法則 / 唇亡齒寒著 .-- 初
版 .-- 桃 園 市 : 栗 子 文 創 工 作 室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589-74 (全套:平裝) NT$1100
857.7
緘默紳士的法則 / 唇亡齒寒著 .-- 初
版 .-- 桃 園 市 : 栗 子 文 創 工 作 室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589-98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0330-8 ( 中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 978-62695033-1-5 (下冊:平裝)
857.7
錦衣藏嬌顏 / 玉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9701-E109704) .-ISBN 978-986-527-270-8 (卷 1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271-5 (卷
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272-2 (卷 3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27-273-9 (卷 4:平裝) NT$260
857.7
隨機死亡 / 凌小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4970 種)(Joy ; 227) .-- ISBN 978-95733-3786-7 (平裝) NT$320
857.7
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 / 黃怡作 .-- 臺
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聯合
文叢 ; 684) .-- ISBN 978-986-323-403-6
(平裝) NT$360
857.7
聲囂塵上 / YY 的劣跡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
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283 (平裝)
857.7
難哄 / 竹已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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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06-231-6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06-232-3 ( 中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06-233-0 (下冊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506-234-7 (全套:平裝)
857.7
繼母不幹了 / 李橙橙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9 .75

- 冊 .-- (文創風 ; 990-992) .-- ISBN 978986-509-247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 ISBN 978-986-509-248-1 (第 2 冊:平
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498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霸爺的惡妻 / 離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9801-E109805) .-ISBN 978-986-527-274-6 (卷 1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275-3 (卷
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276-0 (卷 3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27-277-7 (卷 4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27-278-4 (卷 5:平裝)
NT$260
857.7
鑲金農婦 / 木姜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0301-E110303) .-ISBN 978-986-527-287-6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288-3 (卷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289-0 (卷 3:平裝) NT$270
857.7
驚艷一槍 / 溫瑞安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0 .-- 冊 .-- (說英雄. 誰是英雄系
列) .-- ISBN 978-626-7025-06-2 (上冊:
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07-9 (中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626-7025-08-6 (下冊:平裝) NT$290
857.9

兒童文學
信 : "龙少年文学奖"征文集. 第八届 /
"龙少年文学奖"组委会编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龍少年, 11009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正體題名:信: 龍少年文學獎
徵文集. 第八屆 .-- ISBN 978-986-499137-2 (平裝) NT$450
859.3
信 : 龍少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第八
屆 / 龍少年文學獎組委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龍少年, 11009 .-- 340
面; 21 公分 .-- (青春文學 ; NPA08) .-ISBN 978-986-499-136-5 ( 平 裝 )
NT$480
859.3

小寓言故事集 / 桂文亞作 ; 陳亭亭繪
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65-7 (平裝) NT$350
859.6
妖怪的班級 / 阿毛, KIN 漫畫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120 面; 23 公分 .-- (靈異小偵探 ; 4) .- ISBN 978-986-5588-40-3 (平裝)
859.6

天河信彥作 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2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91-8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一房兩廳三人行. 2, 這份心意無法深
藏心底 / 福山陽士作 ; 陳士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10 .-- 324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892-5 (平裝)
861.57

妖怪客棧. 5, 九尾狐變形計 = The
monster inn / 楊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悅智文化館, 11010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018-55-7 (平裝)
NT$240
859.6

本命是 α / 夜光花作 ; 艾芮卡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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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94-1 (平裝)
861.57

神探包青天. 2, 影子殺人案 / 凌偉駿
文 ; 余遠鍠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
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
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521-508-8 (平裝) NT$250
859.6

以眨眼乾杯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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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(春日文庫 ; 100) .-- ISBN 978957-741-421-2 (平裝) NT$360
861.57

東方文學
86-不存在的戰區. Ep.9, Valkyrie has
landed / 安里アサト作 ; 可倫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10 .-- 392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887-1 (平裝)
861.57
Ask me why / 古市憲寿作 ; 王美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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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92-7 (平
裝)
861.57
ReLIFE 重返 17 歲 / 夜宵草原作 ; 蒔
田陽平小說 ; Galassia 翻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1 .-- 28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47-9 (第 1 冊:平裝)
861.57
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
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! /

同姓同名 / 下村敦史作 ; 葉廷昭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小說
緣廊 ; 22) .-- ISBN 978-986-133-788-3
(平裝) NT$400
861.57
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: 即死魔法與
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/ 月夜淚作 ;
捲毛太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
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888-8 (第
8 冊:平裝)
861.57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/ りゅらせん
ひろつぐ作 ; 李殷廷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8431 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844-8 (第 14 冊:平裝特別版)
861.57
危險 / 桐野夏生作 ; 詹慕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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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

76

分 .-- (日本暢銷小說 ; 99) .-- ISBN
978-626-310-096-1 (平裝) NT$280
861.57
里亞德錄大地 / Ceez 作 ; 林于楟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80 面; 19 公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889-5 (第 4 冊:平裝)
861.57
官僚之夏 / 城山三郎著 ; 許金玉譯 .- 三 版 .-- 新 北 市 : 新 雨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7-298-5 (平裝)
861.57
奇諾の旅 : the beautiful world / 時雨沢
惠一作 ; K.K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6
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882-6 (第
23 冊:平裝)
861.57
飛翔吧!戰機少女 / 夏海公司作 ; 曹
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64 面; 19 公
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885-7 (第 9 冊:平裝)
861.57
宮本武藏 / 吉川英治著 ; 程羲譯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星光出版社, 11008 .- 冊 .-- (日本經典文學 ; 1-4) .-- ISBN
978-957-677-681-6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680
861.57
眼之壁 / 松本清張著 ; 邱振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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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 (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; 15) .-- ISBN
978-986-5580-89-6 (平裝) NT$450
861.57
創生記 / 太宰治著 ; 鄒評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新雨出版社, 11008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步道) .-- ISBN
978-986-227-299-2 (平裝)
861.57
惡魔高校 DxD. DX.6, 請問您今天要
來點惡魔嗎? / 石踏一榮作 ; kazano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886-4 (平裝)
861.57
極彩色的餐桌 / Mio 著 ; 鍾雨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NIL ; 38) .-- ISBN 978-986-558092-6 (平裝) NT$360
861.57
影之地帶 / 松本清張著 ; 王煦淳譯 .- 三 版 .-- 新 北 市 : 新 雨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576 面; 21 公分 .-- (松本清張
作品選 ; 27) .-- ISBN 978-986-227-2978 (平裝)
861.57
噬血狂襲. 22, 曉的凱旋 / 三雲岳斗
作 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24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80-2 (平
裝)
861.57
遺留的殺意 / 宮部美幸著 ; 王華懋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(宮部美幸作品集 ; 74) .-ISBN 978-986-5580-90-2 ( 平 裝 )
NT$380
861.57
龍與雀斑公主 / 細田守作 ; 王靜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900-7 (平裝)
861.57
豐饒之海 / 三島由紀夫著 ; 邱夢蕾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星光出版社,
11008 .-- 冊 .-- (日本經典名著系列 ;
7-10) .-- 第 1 冊:春雪;第 2 冊:奔馬;第
3 冊:曉寺;第 4 冊:天人五衰 .-- ISBN
978-957-677-682-3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600
861.57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/ 愛七
ひろ作 ; 九十九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452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884-0 (第
18 冊:平裝)

861.57
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/ 伏
瀬作 ; 楊惠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16
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881-9 (第
15 冊:平裝)
861.57
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. 4, 初吻
宣戰 / 紙城境介作 ; 可倫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24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890-1 (平裝)
861.57
魔王築城記!. 6 : 最強迷宮是近代都
市 / 月夜涙作 ; 張凱鈞翻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1 .-- 26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46-2 (平裝)
861.57
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. 32, 自我犧牲
篇/畢業篇 / 佐島勤作 ; 哈泥蛙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12 面; 19 公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883-3 (平裝)
861.57
被公會開除的雜工以下克上 : 用超
萬能的生活技巧成為世界最強 / 夜
桜ユノ作 ; 林其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1 .-- 3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45-5 (第 1 冊:平裝)
861.59
冰箱放暑假 / 村上詩子作 ; 長谷川義
史繪 ; 陳珊珊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338-431-1 ( 平 裝 )
NT$230
861.596
企鵝宅急便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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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96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338-432-8 (平裝) NT$230
861.596
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. 2, 夕陽與夜澄
放棄不了? / 二月公作 ; 一杞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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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, 11010 .-- 360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893-2 (平裝)
861.596
小狗採草莓 / 木本百子文.圖 ; 蘇懿禎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 面; 21 公
分 .-- (小魯寶寶書 ; 37N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5566-94-4 ( 精 裝 )
NT$320
861.599
小草莓,妳在哪裡? / 野志明加文字.繪
圖 ; 米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 面;
24X24 公分 .-- (iREAD) .-- ISBN 978957-14-7292-8 (精裝)
861.599
小雞逛遊樂園 / 工藤紀子文.圖 ; 劉握
瑜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10 .-- 36 面 ;
20X20 公分 .-- (小魯寶寶書 ; 53R)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66-95-1 (精
裝) NT$320
861.599
小雞過生日 / 工藤紀子文.圖 ; 劉握瑜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6 面; 20X20
公分 .-- (小魯寶寶書 ; 61R) .-- ISBN
978-986-5566-96-8 (精裝) NT$320
861.599
小雞過耶誕節 / 工藤紀子文.圖 ; 劉握
瑜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11 .-- 36 面 ;
20X20 公分 .-- (小魯寶寶書 ; 64R)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43-05-9 (精
裝) NT$320
861.599
忍者猿飛須助 : <<忍者學校>>前傳 /
宮西達也文.圖 ; 蘇懿禎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2
面; 25 公分 .-- (精選圖畫書 ; 1116) .-ISBN 978-986-5593-94-0 ( 精 裝 )
NT$350
861.599
刺蝟醫生和小幽靈 / 福澤由美子文.
圖 ; 黃立忻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九
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32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442-174-9 (精裝) NT$149
861.599

耶誕老公公的紅手套 / 三浦太郎作 ;
紀富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
24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 120) .-ISBN 978-626-7043-00-4 (精裝)
861.599
輕輕的 / 瀧村有子作 ; 丸山綾子繪 ;
米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 面; 26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74559-5 (精裝)
861.599
永遠的外出 : 關於那些突然離開我
們的愛人與失去以後的生活 / 益田
米莉著 ; 韓宛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字森林系列 ;
25) .-- ISBN 978-986-507-518-7 (平裝)
NT$320
861.6
像看見花一樣看見你 / 羅泰柱作 ; 柳
亨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
文傳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0 面; 20
公分 .-- (文學森林書系 ; LF0148) .-ISBN 978-986-06699-5-4 ( 平 裝 )
NT$320
862.51
Wish you : 你 在 我 心 中 的 旋 律 /
Aquarius, 成道俊作 ; 葛增慧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尖端出版發行, 11011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16-0 (平裝)
862.57
最後一個人 / 金息著 ; 胡椒筒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Story) .-- ISBN 978-957-13-94114 (平裝) NT$390
862.57
天才麵包理髮師. 1, 歡迎光臨麵包髮
廊 / Monster Studio 作.繪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96
面; 21 公分 .-- 主要內容國語注音 .-ISBN 978-957-658-647-7 ( 精 裝 )
NT$320
862.596
奇幻冒險故事繪本 / Lee An 作 ; 陳馨
祈翻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5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23679-6 (精裝)
862.596
臭屁實習偵探. 3, 冠軍手環的下落 /
先視野作 ; 李柱喜繪 ; 黃譯嫺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120 面; 20 公分 .-- (優讀
本 ; 182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521-504-0 (精裝) NT$280
862.596
汙水爆炸啦! / 宋秀惠文圖 ; 林侑毅
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2 面; 2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4-560-1 (精裝)
862.599
每瞬間都愛你 / 崔亨美文 ; 元裕美圖 ;
張珮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39-2 (精
裝)
862.599
波魯圖亞 / 李德和圖.文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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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4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28-5 (精裝)
NT$300
862.599
莎士比亞繪本 / Lee An 作 ; 陳馨祈翻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出版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23-677-2 (精裝)
862.599
動物奧運會 / 文鍾勳文.圖 ; 林玗潔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8 面; 27 公
分 .-- (小魯知識繪本 ; 29N) .-- ISBN
978-986-5566-97-5 (精裝) NT$360
862.599
蠟燭書 / 慶惠媛作.繪 ; 賴毓棻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剛好國際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17 面; 2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495-5-2 ( 精 裝 )
NT$290
862.599
萬物的另一面 : 韓國當代藝術家安
奎哲隨筆集 / 安奎哲作 ; 莫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899-4 (平裝)
862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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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太寓言繪本 / Park, Soo Hyun 作 ; 陳
馨祈翻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8 面; 25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23674-1 (精裝)
864.3596
一千零一夜故事 / 人類文化編輯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7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11-1 (平裝) NT$380
865.596
天方夜譚繪本 / Lee An 作 ; 陳馨祈翻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出版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23-676-5 (精裝)
865.596
摩訶婆羅多的故事 : 印度神話學家
帶你讀懂經典史詩 / 德杜特.帕塔納
克(Devdutt Pattanaik)著 ; 余淑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地平線文化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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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393-9-6 (平裝) NT$600
867.51
神婆的歡喜生活 / 努努伊.茵瓦著 ; 罕
麗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藍小說 ; 300) .-- ISBN
978-957-13-9345-2 (平裝) NT$350
868.157
亡者之謎 = Manner of death / Sammon
作 ; 許瑤蓉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1177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118-4 (下冊:平裝)
868.257
紅線 = The red thread / LazySheep 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10 .- 冊 .-- (MM ; MM047-MM048) .-- ISBN
978-986-494-352-4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353-1 (下
冊 : 平 裝 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494-354-8 (全套:平裝) NT$700
868.257
氧氣 = Oxygen / Chesshire 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10 .-- 冊 .--

(MM ; MM057-MM058) .-- ISBN 978986-494-355-5 (上冊:平裝) NT$350 .-ISBN 978-986-494-356-2 (下冊:平裝)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357-9 (全
套:平裝) NT$700
868.257
้
數到十就親親你 / 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)作
;
胡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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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097-2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098-9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099-6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100-9 (第 4 冊:平裝)
868.257
大馬詩選 2.0 : 詩三百篇 = Mahua 33 :
anthology of 54 poets / 溫任平主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30 面; 21 公分 .- (語言文學類 ; PG2651)(秀詩人 ;
9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961-8 (平裝) NT$500
868.751
我選擇的那一個人 / 筆恩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11 .-- 300
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 87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6992-92-6 (平裝)
NT$360
868.757
喪鐘為你而鳴 / 王元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書 ; 第 4972 種)(Joy ; 229) .-- ISBN 978957-33-3787-4 (平裝) NT$320
868.757

臺灣文學
藝采台文 :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年
刊. 第五輯 / 郭人瑜, 翁苡軒, 杜芸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理大學人文
學院臺灣文學系, 11008 .-- 91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58-79-9 (平裝)
NT$200
1.臺灣文學 2.期刊 863.05
臺灣文學焦點話題 / 古遠清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冊 .-- (古遠清臺灣文
學五書)(文學研究叢書. 臺灣文學叢

刊 ; 810YA5) .-- ISBN 978-986-478529-2 (全套:平裝) NT$880
1.臺灣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集
863.07
殖民與冷戰的東亞視野 : 對臺韓文
學的一個觀察 / 崔末順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9-1128-9 (平裝)
1.臺灣文學史 2.韓國文學 3.比較文
學 4.文學評論 863.09
臺灣文學學科入門 / 古遠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(古
遠 清 臺 灣 文 學 五 書 ; 810YA4) .-ISBN 978-986-478-531-5 ( 平 裝 )
NT$400
1.臺灣文學 2.臺灣文學史 863.09
臺灣百年文學制度史 / 古遠清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52 面; 23 公分 .-(古遠清臺灣文學五書 ; 810YA3) .-ISBN 978-986-478-530-8 ( 平 裝 )
NT$360
1.臺灣文學史 863.09
戰後臺灣文學理論史 / 古遠清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- (文學研究叢
書. 古遠清臺灣文學五書 ; 810YA1) .- ISBN 978-986-478-527-8 (全套:平裝)
NT$1800
1.臺灣文學史 2.文學評論 863.09
老詩,我有問題! / 陳鴻逸作 .-- 初版 .- 屏東市 : 陳鴻逸, 11009 .-- 211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22-3 (平裝)
NT$350
1.新詩 2.詩評 863.21
現代詩階梯 / 丁旭輝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008 .-- 256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70-5 (平
裝) NT$300
1.臺灣詩 2.新詩 3.詩評 4.寫作法
863.21
臺灣新詩色彩美學六家論 / 王文仁,
李桂媚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68 面;
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C2607)(文
學視界 ; 13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326-966-3 (平裝) NT$330
1.臺灣詩 2.新詩 3.詩評 863.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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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 : 戒嚴台灣
小說家群像 / 朱宥勳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mark ;
165) .-- ISBN 978-986-0777-33-8 (平裝)
NT$380
1.臺灣文學 2.臺灣小說 3.文學評論
863.27
ㄐㄧˋ一段旅程 : 溪南國小畢業文
集. 第 76 屆 / 溪南國小 76 屆全體親
師生作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南投縣埔
里鎮溪南國民小學, 11008 .-- 14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1-02-6 (平
裝) NT$280
863.3
文風. No.60 / 葉欣妮總編輯 .-- 臺中
市 :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進修
學士班系學會, 11008 .-- 7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7-0-9 (平裝)
863.3
建國中學文選. 一一 0 年度 / 臺北市
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建
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,
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8546-9-7 (平裝) NT$300
863.3
南臺文學獎作品集. 第六屆 / 駱育萱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臺科技大
學通識教育中心, 11008 .-- 333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27-74-4 (平裝)
863.3
桃 園 文 學 百 年 選 = 100 Years of
Taoyuan literature / 林央敏主編 .-- 新
北市 :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9-1127-2 (精裝)
863.3
20_17。 / 藍鳶 Iris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王宇婕, 11009 .-- 21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251-3 ( 精 裝 )
NT$500
863.4
晨之露珠 / 呂白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8-71-2 (平裝) NT$380
863.4
軟處理 soft in soul : 無時效手帳 / 游
知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67-6 (平裝)
863.4
貳拾參 / 莫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1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74-7 (平裝) NT$210
863.4
2020 的那一年 / 陳明輝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009 .-- 1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71-2 (平
裝) NT$250
863.51
白 T / 吳緯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人間) .- ISBN 978-957-13-9365-0 ( 平 裝 )
NT$360
863.51
生命的吶喊 / 陳光政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, 11009 .- 44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6243-0 (平裝) NT$380
863.51
白髮客流浪詩稿 / 羅景川作 .-- 高雄
市 : 羅景川, 11009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249-0 ( 平 裝 )
NT$200
863.51
你來時風乍起 / 陳宥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8-60-6 (平裝) NT$200
863.51
芋頭史記 : 陳福成科幻歷史傳奇長
詩劇 / 陳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史哲出版社, 11008 .-- 250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40) .-- ISBN 978986-314-565-3 (平裝) NT$350
863.51
浯洲詩行 : 鋼鐵與柔情的交纏 / 方群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60 面; 21 公
分 .-- (秀詩人 ; 90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326-962-5 (平裝) NT$250
863.51
浯洲詩行 : 鋼鐵與柔情的交纏 / 方群
作 .-- 一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
文化局, 11009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(秀詩人 ; 9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5468-19-4 (平裝) NT$210

863.51
旅道問花 / 洪瑞福作 .-- 屏東縣麟洛
鄉 : 繫園工作室, 11008 .-- 3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643-2-7 (平裝)
NT$360
863.51
恐懼先生 / 潘柏霖作 .-- 增訂一版 .-[新北市] : 潘柏霖出版 ; 臺北市 : 紅
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011 .-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50-6 (精裝) NT$666
863.51
*淡水五年詩選 = Anthology of poetry
in Tamsui. 2016-2020 / 李魁賢編譯 .-一版 .-- 新北市 : 誠邦企管顧問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486-3-6 (平裝) NT$300
863.51
陶村草堂詩存 / 林文龍著 .-- 南投市 :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: 南投縣政
府發行, 11009 .-- 251 面; 21 公分 .-(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; 240)(南投縣
文學家作品集. 第 27 輯 ; 114) .-- ISBN
978-986-5422-74-5 (精裝) NT$250
863.51
腎友川柳 / 黃柏軒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愛文社, 11009 .-- 192 面; 1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298-6-4 ( 平 裝 )
NT$380
863.51
愛.死了 / 米蘭歐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Love ;
37) .-- ISBN 978-957-13-9340-7 (平裝)
NT$380
863.51
頑石也點頭 : 別樣花蓮 / 夏婉雲作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 (語言文學類 ; PG2649)( 秀詩人 ;
8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967-0 (平裝) NT$260
863.51
詩生活印記 / 袖子著 .-- 南投市 : 南
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: 南投縣政府
發行, 11009 .-- 199 面; 21 公分 .-- (南
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; 240)(南投縣文
學家作品集. 第 27 輯 ; 117) .-- ISBN
978-986-5422-77-6 (精裝) NT$250
863.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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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羽松下的沉思 / 胡爾泰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(秀詩人 ; 91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326-965-6 (平裝) NT$280
863.51
*詩行南庄 : 客.華語詩文集 / 王興寶
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華夏書坊,
11008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161-8-5 (平裝) NT$350
863.51
漫步島嶼 = Stroll on the island / 黃仁
義詩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
縣文化局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8-22-4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1
臺灣島。海岸詩 / 康原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(晨星文學館 ;
61) .-- ISBN 978-626-7009-77-2 (平裝)
NT$420
863.51
蔡明讚著作集. 吟詠卷, 律詩絕句千
首 / 蔡明讚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宸
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185-7-5 (精
裝)
863.51
貓兒筍 : 林柏維詩集 / 林柏維著 .-- 南
投市 :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: 南投
縣政府發行, 11009 .-- 301 面; 21 公
分 .-- (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; 240)(南
投縣文學家作品集. 第 27 輯 ; 113) .-ISBN 978-986-5422-73-8 ( 精 裝 )
NT$250
863.51
戴著口罩唱歌 / 陳克華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010 .-- 16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63-33 (平裝) NT$300
863.51
廬心琳琅 / 白繼敏主編 .-- [臺南市] :
南廬 Line 群組, 11009 .-- 1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0-0-3 (平裝)
863.51
王記食譜 : 料理莎士比亞 = Wang's
private recipe : how to cook Shakespeare?
/ 王嘉明,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莎妹工作室,

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12-1-7 (平裝) NT$480
863.54

11008 .-- 9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00-1 (平裝)
863.55

1949 來台日記 / 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64 面; 21 公
分 .-- (印刻文學 ; 659) .-- ISBN 978986-387-468-3 (平裝) NT$480
863.55

呆爸的家書. 1, 那一聲,拔~~~ / 王晃
三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王晃三,
11008 .-- 98 面; 21 公分 .-- 彩色印刷
版 .-- ISBN 978-957-43-9240-7 (平裝)
863.55

九五老人話滄桑 / 金國棟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8-73-6 (平裝) NT$200
863.55
女人隨筆 / 君靈鈴, 曼殊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1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59-5 (平裝) NT$260
863.55
心泉小溪 / 行者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
中華民 國真龍 化境 能量 研 究協會 ,
11009 .-- 188 面; 15 公分 .-- (真龍化境
- 課 外 書 籍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99442-1-2 (精裝)
863.55
心裡字療 / 舒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爾雅叢書 ; 684) .-- ISBN
978-957-639-655-7 (平裝) NT$280
863.55
世界末日時,有空喝杯咖啡嗎? / 何則
文圖.文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780 (平裝) NT$380
863.55
古厝聚攏的時光 / 顏湘芬著 .-- 初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
11009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創叢
書 ; A018) .-- ISBN 978-986-5468-21-7
(平裝) NT$300
863.55
如果世界是一場派對 / 李白文字.插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第一本 ; 108) .-- ISBN 978-986137-340-9 (平裝) NT$350
863.55
呆爸的家書. 1, 那一聲,拔~~~ / 王晃
三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王晃三,

作家命 / 郭強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聯合文
叢 ; 683) .-- ISBN 978-986-323-401-2
(平裝) NT$360 .-- ISBN 978-986-323402-9 (精裝) NT$400
863.55
非情書 / 朱西甯, 劉慕沙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96 面; 21
公分 .-- (文學叢書 ; 660) .-- ISBN 978986-387-469-0 (平裝) NT$500
863.55
看見自己.看清世界. 六 : 七十個鼓舞
孩子的生命錦囊 / 蘇蔡彩秋編撰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7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08-576-5 (平裝) NT$350
863.55
相信今天會有好事發生 : 書寫中的
心想事成 / 彭樹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4969 種)(彭樹君作品集 ; 4) .-- ISBN
978-957-33-3783-6 (平裝)
863.55
疫情釀的酒 / beat, Miru, 布拉瑞揚.帕
格勒法, 李啟誠, 李惠貞, 宋弘懋, 林
彥廷, 林彥汝, 林小杯, 吳駿凌, 吳小
玫, 洪毓穗, 莊逸軒, 高耀威, 陳芃諭,
莘堯, 陳秀蘭, 陳冠宇, 黃致凱, 黃士
恩, 張荃, 張元植, 張之維, 鄭書婷, 鄭
宇庭, 賴儀婷, 謝信, 羅秀芸, 龔心怡
作 .-- 臺東縣長濱鄉 : 書粥工作室,
11009 .-- 22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05-0-4 (平裝) NT$350
863.55
香遠八十瑣憶 / 劉玖香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08 .-- 328
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41) .-ISBN 978-986-314-566-0 ( 平 裝 )
NT$480
863.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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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光電廠 / 陳雨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人
間 叢 書 ; 335) .-- ISBN 978-957-139383-4 (平裝) NT$300
863.55
書歲月的臉 : 2019 不可思議 / 林淑如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18-54-5 ( 平 裝 )
NT$350
863.55
書歲月的臉 : 2020 憂喜參半 / 林淑如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18-55-2 ( 平 裝 )
NT$350
863.55
排排坐,談談靈,說因果。 / 草川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14 面; 21 公分 .-(文化生活叢書. 詩文叢集 ;
1301CC1) .-- ISBN 978-986-478-492-9
(精裝)
863.55
郵購、喬琪、虱目魚 : 桂花飄香的
南瀛時光 / 艾莉雅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 (釀文學 ; 256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445-517-1 (平裝) NT$290
863.55
感情百物 / 張亦絢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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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4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040-0 (平裝) NT$400
863.55
感慨人生 / 宛若花開, 剛田武, 語雨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75-50-2 ( 平 裝 )
NT$260
863.55
遠足 / 楊慎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 1363) .-- ISBN
978-986-450-365-0 (平裝) NT$320
863.55
鳳麓飛煙 : 雪泥鴻爪 / 汪鑑雄著 .-- 南
投市 :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: 南投
縣政府發行, 11009 .-- 261 面; 21 公

分 .-- (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; 240)(南
投縣文學家作品集. 第 27 輯 ; 116) .-ISBN 978-986-5422-76-9 ( 精 裝 )
NT$250
863.55
聽!最美的聲音 / 沈瑞南著 .-- 第一
版 .-- [新北市] :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,
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62-5-2 (平裝) NT$280
863.55
2035 年 / 無岫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682 (平裝) NT$180
863.57
十日談 2020 Day 1 : 那些發生在瘟疫
大流行前的故事 / 俞錦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 :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388 (平裝) NT$400
863.57
人獸 / 吳震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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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6-241-5 (平裝)
863.57
上帝禁區 / 冷言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2-74 (平裝)
863.57
三國 / 李文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521 (平裝) NT$220
863.57
夕陽之後 / 賴邱和也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1 .-- 3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8-78-1 (平裝) NT$350
863.57
不在一起不行嗎? / 張維中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5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0-08 (平裝) NT$480
863.57
不走的往生者 / 千尋, 綠光, 卡卡加,
玉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邀月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8 面;

20 公分 .-- (霓幻鑰系列 ; K6201) .-ISBN 978-957-8696-35-8 ( 平 裝 )
NT$340
863.57
毛骨悚然的臺灣靈異事件 / 汎遇著 .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鬼
物語 ; 29) .-- ISBN 978-986-453-154-7
(平裝) NT$250
863.57
日落燦陽 / 雨菓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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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68-3-8 (平裝)
NT$280
863.57
包養小情人 / 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
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工作
室發行, 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紅櫻桃 ; 1484) .-- ISBN 978-986-335699-8 (平裝) NT$270
863.57
血色謎蹤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41-4 ( 平 裝 )
NT$250
863.57
乩身 : 黑蓮花 = The oracle comes. 10 /
星子(teensy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
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84 面; 20
公分 .-- (星子故事書房 ; TS029) .-ISBN 978-986-319-592-4 ( 平 裝 )
NT$280
863.57
奸相求入贅 / 夢南迪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8 .-29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96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79-1
(平裝) NT$270
863.57
百鬼夜行. 卷 5, 座敷童子 / 笭菁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18) .-- ISBN
978-626-95019-3-9 (平裝) NT$320
863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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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婆,床在那邊 / 喬湛作 .-- 初版 .-[彰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8-87-6 (平裝) NT$190
863.57
自殺產生器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36-0 ( 平 裝 )
NT$250
863.57
竹劍與藤條 : 大溪警察宿舍群故事 /
張哲翰, 許伯瑜, 陳永融, 謝函妤作 .-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
生態博物館, 11008 .-- 27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11-1 (平裝)
NT$350
863.57
我不是你老婆 / 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
1486) .-- ISBN 978-986-335-701-8 (平
裝) NT$250
863.57
我的嚮導他總是面無表情 / 哈哈馬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
11009 .-- 冊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度書
系 ; B0059-B0060) .-- ISBN 978-986505-210-2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05-211-9 (下冊:平裝)
NT$260
863.57
夜行之子 / 郭強生著 .-- 增訂一版 .-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- (聯
合文叢 ; 681) .-- 十週年經典版 .-ISBN 978-986-323-404-3 ( 平 裝 )
NT$360
863.57
青春追想曲 / 柯錦鋒著 .-- 南投市 : 南
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: 南投縣政府
發行, 11009 .-- 257 面; 21 公分 .-- (南
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; 240)(南投縣文
學家作品集. 第 27 輯 ; 115) .-- ISBN
978-986-5422-75-2 (精裝) NT$250
863.57
初戀兇萌 / 雷恩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9401) .- ISBN 978-986-527-268-5 ( 平 裝 )
NT$300

863.57
相見恨晚 / 765334, 曼殊, 葉櫻合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9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53-3 (平裝) NT$230
863.57

假如兇手是月亮 / 葉桑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306 面; 21
公分 .-- (要推理 ; 91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6992-90-2 ( 平 裝 )
NT$380
863.57

急診室的奇蹟 / 蘇愚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
1362) .-- ISBN 978-986-450-367-4 (平
裝) NT$400
863.57

涼家婦女 / 顏理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 (文學叢書 ; 662) .-- ISBN 978-986387-470-6 (平裝) NT$360
863.57

保證取物 / 663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黃俊彰, 11010 .-- 84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183-7 (平裝)
863.57

婚殺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0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838-4 (平裝) NT$250
863.57

屍戀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86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837-7 (平裝) NT$250
863.57
茶金 / 黃國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504 面; 21 公分 .-(印刻文學 ; 663) .-- ISBN 978-986-387476-8 (平裝) NT$550
863.57
冥畫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82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846-9 (平裝) NT$250
863.57
真愛無價 / 明士心, 嘉安, 倪小恩, 破
風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4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55-7 (平裝)
NT$290
863.57
倒影 / 周牛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出版, 11009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釀
文學 ; 257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519-5 (平裝) NT$250
863.57
殺人是件嚴肅的事 / 馬卡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328
面; 21 公分 .-- (要推理 ; 92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6992-91-9 (平裝)
NT$400
863.57

被超能力扼殺的才智 / 高向暘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8-63-7 (平裝) NT$300
863.57
笭菁闇語. 2 : 厄鄰 / 笭菁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
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笭菁闇語 ; 2) .-ISBN 978-986-06756-2-7 (平裝)
863.57
逍遙和離婦 / 簡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9501) .- ISBN 978-986-527-269-2 ( 平 裝 )
NT$270
863.57
*專屬變態 / 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4-13 (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814-2-0
(平裝首刷附錄限定版)
863.57
惡手大衣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842-1 ( 平 裝 )
NT$250
863.57
絕交進行式 = Not only friends / 莫斯
卡托著 .-- [新北市] : 凱薩 GLORY,
11009 .-- 116 面; 21 公分 .-- (職品集) .- ISBN 978-986-06940-1-7 (平裝)
863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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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奉陰違 / 雪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
灣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26-9 (第 3 冊:
平裝)
863.57
筆虹吟曲 / 王建裕著 .-- 初版 .-- 金門
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10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20-0 (平裝) NT$300
863.57
硯冠群芳 / 田芝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09901) .- ISBN 978-986-527-282-1 ( 平 裝 )
NT$270
863.57
惑鄉之人 / 郭強生著 .-- 增訂一版 .-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聯
合文叢 ; 682) .-- 十週年經典版 .-ISBN 978-986-323-405-0 ( 平 裝 )
NT$400
863.57
*黑鏈 : 區塊鏈,洗錢,人腦植入晶片
的小說 / 張渝江, 六色羽作 .-- 臺中市 :
張渝江, 11008 .-- 3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248-3 (平裝)
863.57
愛 天 母 戀 美 西 = Love Tianmu like
Seattle / 稻埕雲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稻埕聖洋, 11010 .-- 254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87-5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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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Bloom
series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8796 (第 3 冊:平裝)
863.57
溫哥華愛未眠 / 雪倫湖, 藍色水銀, 語
雨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1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56-4 (平裝)
NT$250
863.57
隔壁的吃貨 / 艾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0401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298-2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滲透遊戲 / 黃萱萱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, 11008 .- 1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5-57-1 (平裝) NT$320
863.57
醉後撲倒酷先生 / 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
版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
工作室發行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紅櫻桃 ; 1485) .-- ISBN 978-986335-700-1 (平裝) NT$250
863.57
親愛的,請妳在乎一下 / 君靈鈴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13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51-9 (平裝) NT$280
863.57
親愛的別偷心 / 唐梨作 .-- 初版 .-- [彰
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8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8-86-9 (平裝) NT$190
863.57
醒醒,他是你親生的! / 橙海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08 .-- 35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0-12 (平裝) NT$380
863.57
擱淺的 Blue Whale / X.H 夜月獨步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09-8 (平裝)
NT$340
863.57

863.57
願你去發光,而不僅是被照亮 / 樂擎
作 .-- 臺北市 : 溦曦有限公司, 11009 .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3449-6-8 (平裝) NT$320
863.57
鯨鯢 / KURUMA 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一木工作室, 11010 .-- 192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32-8-8 (平裝)
NT$380
863.57
魔術屍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 174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16-840-7 (平裝) NT$250
863.57
戀聲的時光 / 丁凌凜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原創 POP0 出版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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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Po 小說 ; 59) .-- ISBN 978-98606540-2-8 (平裝) NT$300
863.57
午夜操場 / 管家琪著 ; 劉婷繪圖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大 好 文 化 企 業 社 ,
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管家琪作
品集. 小說館 ; 4) .-- ISBN 978-98606885-4-2 (平裝) NT$320
863.59
超能少年. 1, 超能研究社 / 陳榕笙
文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(少年天下 ; 72) .-- ISBN 978-626305-080-8 (平裝) NT$320
863.59

總裁床上不講理 / 金晶作 .-- 初版 .-[彰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8-85-2 (平裝) NT$190
863.57

臺南市兒童文學創作專輯 : 小黑琵.
第 11 輯 / 鄭新輝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
臺南市政府, 11008 .-- 23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35-5 (平裝)
NT$108
863.593

斷指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90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839-1 (平裝) NT$250
863.57

蘇武牧羊 / 蔣蔭堂文 ; 熊亮圖 .-- 一
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和英出版社,
11009 .-- 36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72-1-6 (精裝)
863.593

轉校生 / 拆野拆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度書系 ;
B0061) .-- ISBN 978-986-505-209-6 (平
裝) NT$250

十兄弟 / 鄭明進圖 ; 沙永玲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36 面; 25X23 公分 .- (小魯采風館 ; AWT006N) .-- 注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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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ISBN 978-986-5566-91-3 (精裝)
NT$320
863.596
丁窈窕樹 : 樹 á 跤 ê 自由夢 / 林秀珍,
王亮文, 蔡喻安, 謝沂珍, 鄭韶昀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,
11008 .-- 60 面; 21X30 公分 .-- (公民
社會系列 ; 4) .-- ISBN 978-986-062941-5 (精裝)
863.596
女丈夫的三層樓 / 黃惠玲文 ; 阮光民
圖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
斗六市公所, 11009 .-- 32 面; 21X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16-4 (精裝)
NT$300
863.596
五年五班,三劍客! / 洪志明著 ; 黃雄
生繪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90-6 (平裝)
NT$300
863.596
凸槌土地公 / 陳志和文 ; 陳志鴻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閱讀展
翅飛) .-- ISBN 978-986-5581-18-3 (平
裝) NT$260
863.596
老爺爺的味道 / 劉碧玲著 ; 吳嘉鴻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九歌少兒書房 ; 283) .-- ISBN 978986-450-366-7 (平裝) NT$280
863.596
*忘東忘西的白熊王國 / 廖紫茵, 林廷
澐, 龔渝涵, 黃鈺珊, 孫紫暄文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亞洲大學護理學院,
11008 .-- 20 面; 30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222-9-2 (精裝)
863.596
怪怪鄰居妙妙貓 / 徐瑞蓮作 ; 就就貓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
11009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全彩版 Q
讀本 ; 1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06773-1-7 (平裝) NT$200
863.596
幸福靠山 : 甲仙山腳下的拔河隊 =
The sweet togetherness : the tug of war
team from the foot of Jiasian mountains /
梅芋竹仙境繪社創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, 11008 .-- 6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8-5758 (精裝) NT$350
863.596

(成長系列 ; 6) .-- ISBN 978-626-950605-7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
唉唷我的情緒 / 莊瓊惠文 ; 陳進隆改
寫 ; 廖如玉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丰
光國際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 面; 27
公 分 .-- 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98697444-5-4 (精裝) NT$280
863.596

火從哪裏來 / 黃穎駿作 ; 袁志偉繪
畫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6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8-80-4 ( 精 裝 )
NT$320
863.599

記憶,就閃耀在每一個轉彎處 / 焦子
瀚文 ; 松茸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金
蘋果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 面; 24
公分 .-- (典藏繪本閣) .-- ISBN 978986-97830-7-1 (精裝) NT$300
863.596

叩叩叩!你在家嗎? / 林世仁文 ; 趙國
宗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830 (精裝) NT$350
863.599

彩虹谷的雲怪獸 / 王宇清作 ; 邱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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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63-3 (平裝) NT$350
863.596

幼兒成長繪本 : 小康的生日會 / [人
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]編輯部作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2 面; 23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26-5 (精裝附
光碟片)
863.599

頑皮故事集 / 侯文詠著 .-- 增訂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發行, 11011 .-- 192 面; 20X19 公分 .-(生活 叢書 ; 266) .-- ISBN 978-62695026-2-2 (平裝) NT$280
863.596

幼兒成長繪本 : 毛毛不見了 / [人類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]編輯部作 .-- 新北
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32 面; 23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29-6 (精裝附
光碟片)
863.599

一起數到三 / 李昕盈文 ; 朱一萍圖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私立卡爾威
特托嬰中心, 11008 .-- 24 面; 21X21 公
分 .-- (成長系列 ; 3) .-- ISBN 978-62695060-3-3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
幼兒成長繪本 : 再見!安安 / [人類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]編輯部作 .-- 新北
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32 面; 23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30-2 (精裝附
光碟片)
863.599

小熊和青鳥的城市歷險 / 謝欣芷, 周
羿辰文 ; 咚東圖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風潮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32 面; 20X2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95035-0-6 (精裝) NT$300
863.599
天天星期五 / 李昕盈文 ; 朱一萍圖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私立卡爾威
特幼兒園, 11008 .-- 24 面; 21X21 公
分 .-- (成長系列 ; 5) .-- ISBN 978-62695060-4-0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六個抱抱 / 李昕盈文 ; 賴淑貞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私立卡爾威特
幼兒園, 11008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

幼兒成長繪本 : 海邊真好玩 / [人類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]編輯部作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2 面; 23X24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28-9 (精裝
附光碟片)
863.599
幼兒成長繪本 : 結婚禮物 / [人類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]編輯部作 .-- 新北
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32 面; 23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25-8 (精裝附
光碟片)
863.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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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兒成長繪本 : 愛護古蹟小天使 /
[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]編輯部作 .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2 面; 23X24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27-2 (精裝
附光碟片)
863.599
四個玩具箱 / 李昕盈文 ; 賴淑貞圖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私立卡爾威
特幼兒園, 11008 .-- 24 面; 21X21 公
分 .-- (成長系列 ; 4) .-- ISBN 978-62695060-2-6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伊比伊比呀 / 黃郁欽文.圖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小光點, 11010 .-- 48 面; 25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1-2-4 (精裝)
863.599
安心國小. 3, 戀愛傳染病 / 岑澎維文 ;
張庭瑀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1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274-8 (平裝) NT$300
863.599
安心國小. 4, 抱怨靠邊站 / 岑澎維文 ;
張庭瑀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12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275-5 (平裝) NT$300
863.599
爸爸陪我玩 / 陳淑華文 ; 吳若嫻圖 .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9 .-- 36 面; 24X25 公分 .-- (110 下
繪本) .-- ISBN 978-626-7024-76-8 (精
裝附光碟片)
863.599
兩個好朋友 / 李昕盈文 ; 賴淑貞圖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私立卡爾威
特托嬰中心, 11008 .-- 24 面; 21X21 公
分 .-- (成長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62695060-1-9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河馬醫生 / 廖婉真文 ; 張孝誠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咪
托嬰中心, 11010 .-- 30 面; 21X3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3479-2 (精裝)
863.599
阿婆的燈籠樹 / 張秀毓文.圖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(小

魯創作繪本 ; 37N) .-- ISBN 978-6267043-01-1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857 (平裝) NT$220
863.759

前面在推什麼呀? / 張英珉文 ; 貓魚
圖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077-8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
Vuvu 的 Vuvu / 楊萍, 陳孟君, 馬郁芳,
潘愉淨, 紀鴻盛, 陳冠誌, 馮家瑞, 劉
赫, 呂李郁樂, 陳錫佑, 張佑晟, 陳睿
驊, 羅羿勛, 葉晴恩, 黃宥熏, 楊恩熙,
高妤晴, 陳江甯, 吳巧恩, 巴岑欣, 雷
尹葳, 陳妤葳, 鍾蕊綺, 邱妤晴, 泰喜
恩, 杜睿翔, 羅艾倫, 劉語彤, 陳璽樂,
萬齊恩故事編寫 ; 楊恩熙, 吳巧恩, 陳
江甯, 雷尹葳, 黃宥熏, 羅羿勛, 劉語
彤繪圖 ; 陳惠美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
東縣三地門鄉 :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
磨兒國民小學, 11008 .-- 40 面; 18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41-2 (精裝)
NT$250
863.8

紅鶴爸爸 / 廖婉真文 ; 鄭惠珍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咪
托嬰中心, 11010 .-- 24 面; 21X3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3478-5 (精裝)
863.599
起床囉! / 陶樂蒂文.圖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36 面; 18X18 公分 .-- (繪本 ;
0283P) .-- ISBN 978-626-305-086-0 (精
裝) NT$280
863.599
第一次吹蠟燭 / 李昕盈文 ; 朱一萍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私立卡
爾 威 特 托 嬰 中 心 , 11008 .-- 24 面 ;
21X21 公分 .-- (成長系列 ; 1) .-- ISBN
978-626-95060-0-2 (精裝) NT$320
863.599
*鄉村喜事多 / 曾琤編著 ; 楊雅茹繪
圖 .-- 臺北市 : 美育旺旺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53-3-5 (精裝)
863.599
雲是什麼樣子 / 張元綺文.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小光點, 11010 .-- 40 面; 23X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1-8-6 (精裝)
863.599
爺爺的魔法色紙 / 廖之瑋文 ; 邱千容
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6 面; 24X25 公分 .-- (110
下 繪 本 ) .-- ISBN 978-626-7024-75-1
(精裝附光碟片)
863.599
*誰來參加獅王的宴會 / 曾琤編著 ;
楊雅茹繪圖 .-- 臺北市 : 美育旺旺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3-2-8 (精
裝)
863.599
詩情話客采風傳 : 客家語童詩創作
繪本 / 李國海總編輯 .-- [苗栗市] : 苗
栗 縣 政 府 教 育 處 , 11010 .-- 76 面 ;

台灣原住民神話與傳說. 3, 魯凱族、
排灣族、賽夏族、邵族 / 奧威尼.卡
露斯, 亞榮隆.撒可努, 潘秋榮, 簡史朗
著 ; 伊誕.巴瓦瓦隆, 見維巴里, 賴英
澤, 陳俊傑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
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8-7-3 (平
裝) NT$450
863.859
臺灣原住民神話與傳說. 2, 阿美族、
卑南族、達悟族 / 馬耀.基朗, 林志興,
希南.巴娜妲燕故事採集 ; 林順道, 陳
建年, 席.傑勒吉藍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48-6-6 (平裝) NT$450
863.859

西洋文學
荷馬史詩 : 伊里亞德 / 荷馬(Homer)
作 ; 呂健忠譯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832 面;
23 公分 .-- (西洋文學 ; 30) .-- ISBN
978-957-445-958-2 (平裝) NT$750
871.31
伊索寓言繪本 / Cha Bo Geum 作 ; 陳
馨祈翻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8 面; 25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23673-4 (精裝)
871.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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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祭殺人預告 / 麥克.克拉文作 ; 陳岳
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8) .-- ISBN 978957-741-423-6 (平裝) NT$410
873.57
印記. 第三部, 傷痕 / 愛麗絲.博德威
(Alice Broadway)作 ; 章瑋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0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- (故事屋 ;
18) .-- ISBN 978-986-274-561-8 (平裝)
NT$320
873.57
托爾金奇幻小說集 / J. R. R. Tolkien
著.插圖 ; 莊安祺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9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999-7 (平裝) NT$320
873.57
哈利波特. 7, 死神的聖物 / J.K.羅琳(J.
K. Rowling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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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832 面;
21 公 分 .-- ( 皇 冠 叢 書 ; 第 4914
種)(Choice ; 340) .-- 繁體中文版 20 週
年紀念 .-- ISBN 978-957-33-3784-3 (平
裝)
873.57
*美麗新世界 / 阿道斯.赫胥黎著 ; 吳
妍儀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Golden age ; 17) .-- ISBN
978-986-384-574-4 (精裝)
873.57
時間裡的孩子 / 伊恩.麥克尤恩(Ian
McEwan)作 ; 李斯毅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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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(Echo ; MO0072) .-- ISBN 978986-0767-23-0 (平裝) NT$360
873.57
簡愛 / 夏綠蒂.白朗特(Charlotte Brontë)
著 ; 劉珮芳, 陳筱宛譯 .-- 二版 .-- 臺
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544 面; 21 公分 .-- (典藏經典 ; 50) .-新裝珍藏版 .-- ISBN 978-986-178-5646 (平裝) NT$399
873.57

霧都孤兒 / 狄更斯著 ; 王桂林譯 .-- 臺
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5-10-9 (平裝) NT$400
873.57
*小公主莎拉 : 暢銷百年兒童文學經
典.全美教師百大選書 / 法蘭西絲.霍
奇森.伯內特(Frances Hodgson Burnett)
著 ; 聞翊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
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(Golden age ; 30)(真
善美文學系 ; 1) .-- ISBN 978-986-384584-3 (平裝)
873.59
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. 二, 戰聲漸近 /
艾琳. 杭特(Erin Hunter) 著 ; 高子梅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Warriors ; 20) .-- 暢銷紀念版 .-- ISBN
978-626-7009-65-9 (平裝) NT$250
873.59
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. 三, 星夜私語 /
艾琳. 杭特(Erin Hunter) 著 ; 羅金純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Warriors ; 21) .-- 暢銷紀念版 .-- ISBN
978-626-7009-66-6 (平裝) NT$250
873.59
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. 五, 失落戰士 /
艾琳‧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羅金純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Warriors ; 23) .-- 暢銷紀念版 .-- ISBN
978-626-7009-68-0 (平裝) NT$250
873.59
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. 六, 最後希望 /
艾琳. 杭特(Erin Hunter) 著 ; 高子梅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(Warriors ; 24) .-- 暢銷紀念版 .-- ISBN
978-626-7009-69-7 (平裝) NT$250
873.59
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. 四, 月亮蹤跡 /
艾琳. 杭特(Erin Hunter) 著 ; 高子梅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Warriors ; 22) .-- 暢銷紀念版 .-- ISBN
978-626-7009-67-3 (平裝) NT$250
873.59

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. 一, 第四見習
生 / 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高子
梅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Warriors ; 19) .-- 暢銷紀念版 .-- ISBN
978-626-7009-64-2 (平裝) NT$250
873.59
SOS 公主出任務. 4, 竹林貓熊的危機
/ 寶拉.哈里森(Paula Harrison)作 ; 陳子
萱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 面; 21 公
分 .-- (Much 讀本 ; 87) .-- ISBN 978957-521-505-7 (平裝) NT$220
873.596
月亮莎莎去上學 / 哈莉葉.曼凱斯特
(Harriet Muncaster)文.圖 ; 黃筱茵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(小書芽) .-- ISBN 978-626-307-322-7
(平裝)
873.596
月亮莎莎去露營 / 哈莉葉.曼凱斯特
(Harriet Muncaster)文圖 ; 黃筱茵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(小書芽) .-- ISBN 978-626-307-323-4
(平裝)
873.596

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 面; 25X25 公
分 .-- (iREAD) .-- ISBN 978-957-147273-7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-147274-4 (精裝)
873.599
奶嘴 Bye-Bye / Campbell Books 文 ;
Marie Kyprianou 圖 ; 林靈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1 .-- 10 面; 20X20 公分 .-- (我
長大了 ; 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313-012-8 (精裝)
873.599
米莎交了新朋友 / 湯姆.波西渥(Tom
Percival)文.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小光點, 110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(孩子的心理成長繪本 ; 4) .-- ISBN
978-986-06971-3-1 (精裝)
873.599
彩色村的意外訪客 / 艾米.史密德
(Emmi Smid)作.繪 ; 呂行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48 面; 24X28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7-141-1 (精裝)
NT$330
873.599

月亮莎莎看芭蕾 / 哈莉葉.曼凱斯特
(Harriet Muncaster)文.圖 ; 黃筱茵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(小書芽) .-- ISBN 978-626-307-324-1
(平裝)
873.596

聖誕老公公找內褲 / 貝琪.戴維斯
(Becky Davies)文 ; 艾力克斯.威爾莫
(Alex Willmore)圖 ; 吳羽涵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
本 ; 90) .-- ISBN 978-957-521-507-1 (精
裝) NT$350
873.599

月亮莎莎過生日 / 哈莉葉.曼凱斯特
(Harriet Muncaster)文.圖 ; 黃筱茵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(小書芽) .-- ISBN 978-626-307-325-8
(平裝)
873.596

貓抓小偷 / 羅素.艾托(Russell Ayto)作.
繪 ; 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
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 面;
27X27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92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506-4 (精裝)
NT$350
873.599

一起 洗洗手 / Campbell Books 文 ;
Marie Kyprianou 圖 ; 林靈譯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1 .-- 10 面; 20X20 公分 .-- (我
長大了 ; 1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313-013-5 (精裝)
873.599

小狗奧茲 / 歐因.柯弗(Eoin Colfer)著 ;
趙永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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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故事館) .-- ISBN
978-626-7000-15-1 (平裝) NT$250
873.859

皮皮與波西 : 生日派對 / 卡蜜拉.里德
文字 ; 阿克賽爾.薛弗勒繪圖 ; 酪梨壽

妮基塔月升起時 : 威雷伯詩集 / 威雷
伯(Rob Wilson)作 ; 王智明等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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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
究中心, 11008 .-- 128 面; 19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6276-3-3 (平
裝)
874.51
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
寶國際 有限公 司台 灣分公 司發行 ,
11010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814-0-6 (平裝)
874.57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36 面; 22 公分 .- (羅北兒故事集) .-- 中英對照;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262-3 (平裝)
NT$320
874.596

AE 事件簿 / 喬許.蘭昂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10 .-- 冊 .-(MM ; MM029-035) .-- ISBN 978-986494-344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350 .-ISBN 978-986-494-345-6 (第 2 冊:平裝)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346-3 (第
3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494-347-0 (第 4 冊:平裝) NT$350 .-ISBN 978-986-494-348-7 (第 5 冊:平裝)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349-4 (第
6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494-350-0 (第 7 冊:平裝) NT$350 .-ISBN 978-986-494-351-7 (全套:平裝)
NT$2450
874.57

無名之子 / 布蘭登.山德森(Brandon
Sanderson)著 ; 傅弘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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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Best 嚴選) .-- ISBN 978-626-95019-4-6
(平裝) NT$350
874.57

小豬離家記 : 中英雙語讀本 / 阿諾.羅
北兒(Arnold Lobel)文.圖 ; 楊茂秀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36 面; 22 公分 .- (羅北兒故事集) .-- 中英對照;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257-9 (平裝)
NT$320
874.596

永無境. II, 茉莉安與幻奇師的天命 /
潔西卡.唐森(Jessica Townsend)著 ; 陳
思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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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7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20-7 (平裝)
874.57
永無境. III, 茉莉安與空心症的獵物 /
潔西卡.唐森(Jessica Townsend)著 ; 陳
思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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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7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21-4 (平裝)
874.57
我的妻子是殺人犯 / 珊曼莎.唐寧作 ;
趙丕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64 面;
21 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9) .-- ISBN
978-957-741-424-3 (平裝) NT$410
874.57

誰會愛上你受的傷 / 拉菲爾.鮑布-瓦
克斯伯(Raphael Bob-Waksberg)著 ; 聞
若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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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臉譜小說選 ; FR6578) .-ISBN 978-626-315-016-4 ( 平 裝 )
NT$360
874.57
一條人煙罕至的路 / 羅伯特.佛洛斯
特文 ; 黃小燕圖 .-- 一版 .-- 新竹縣竹
北市 : 和英出版社, 11008 .-- 3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2-0-9 (精裝)
NT$320
874.59
決愛后冠. II, 叛心 / 綺拉.凱斯(Kiera
Cass)著 ; 黃婷涵翻譯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51-4 (平
裝) NT$380
874.59
*莫妲 / 雷夫.海佛爾著 ; 張琰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
11009 .-- 4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9-38-9 (平裝) NT$500
874.59

後窗 / 希區考克(Alfred Hitchcock)著 .- 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 (世界文學經典名作) .-- ISBN 978986-316-804-1 (平裝)
874.57

畫室小童 / 伊莉莎白.波頓.崔瓦尼
(Elizabeth Borton de Traviño)作 ; 柯清
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4-62-6 (平裝) NT$350
874.59

紳士與小賊 / 邦妮.狄(Bonnie Dee), 夏
夢.狄文(Summer Devon)著 ; 曾倚華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

大象舅舅 : 中英雙語讀本 / 阿諾.羅北
兒(Arnold Lobel)文.圖 ; 楊茂秀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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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鼠爸爸說故事 / 阿諾.羅北兒
(Arnold Lobel)文.圖 ; 楊茂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136 面; 22 公分 .-(羅北兒故事集) .-- 中英對照;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258-6 (平裝)
NT$320
874.596
老鼠湯 : 中英雙語讀本 / 阿諾.羅北兒
(Arnold Lobel)文.圖 ; 楊茂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136 面; 22 公分 .-(羅北兒故事集)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57-32-9260-9 (平裝)
NT$320
874.596
洞 / 路易斯.薩奇爾作 ; 趙永芬翻譯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43-03-5 (平裝)
874.596
時報廣場的蟋蟀 / 喬治.塞爾登
(George Selden) 作 ; 加爾士. 威廉斯
(Garth Williams)繪 ; 鄒嘉容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(金獎小說系列) .-- ISBN 978-986338-421-2 (精裝) NT$260
874.596
野地獵歌 / 威爾森.羅斯(Wilson Rawls)
作 ; 柯惠琮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(小魯大獎小說 ;
BSP431N) .-- ISBN 978-626-7043-02-8
(平裝)
874.596
蚱 蜢 旅 遊 記 / 阿 諾 . 羅 北兒 (Arnold
Lobel)文.圖 ; 楊茂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36 面; 22 公分 .-- (羅北兒故
事集) .-- 中英對照;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57-32-9261-6 (平裝) NT$320
874.596
葛莉塔與巨人 / 左伊.泰克(Zoë Tucker)
文 ; 左埃.薄西戈(Zoe Persico)圖 ; 柯
清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11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4-57-2 (精裝) NT$350
874.596
樹旅館. 3, 友情的考驗 / 凱莉.喬治
(Kallie George)著 ; 史蒂芬妮.葛瑞金
(Stephanie Graegin)繪 ; 柯清心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67-1 (平
裝) NT$330
874.596
貓頭鷹在家 : 中英雙語讀本 / 阿諾.羅
北兒(Arnold Lobel)文.圖 ; 楊茂秀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36 面; 22 公分 .- (羅北兒故事集)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57-32-9259-3 (平裝)
NT$320
874.596
露西兒 : 中英雙語讀本 / 阿諾.羅北兒
(Arnold Lobel)文.圖 ; 楊茂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136 面; 22 公分 .-(羅北兒故事集)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57-32-9256-2 (平裝)
NT$320
874.596
蘿莎莉隊長 / 提姆西.德佛貝勒
(Timothée de Fombelle)作 ; 伊莎貝爾.
阿瑟諾(Isabelle Arsenault)繪畫 ; 柯清
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10 .-- 64 面; 19X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4-60-2 (精裝) NT$350
874.596
小飛象穿新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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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71-7-9 (精裝)
874.599
小熊維尼找朋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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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 面; 20X2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71-4-8 (精裝)
874.599
好 時 光 / 黛 柏 拉 . 馬 賽 羅 (Deborah
Marcero)文.圖 ; 海狗房東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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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40 面; 2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6815-3-6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安娜的新大衣 / 哈里特.齊飛文 ; 安妮
塔.羅北兒圖 ; 余治瑩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338-430-4 (精裝)
NT$300
874.599
冰雪奇緣 : 抓鬼記 / 瑪莉莎.拉岡涅羅
(Melissa Lagonegro)作 ; 迪士尼繪本美
術團隊(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)插
畫 ; Sabrina Liao 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
發行, 11010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
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 1 .-- ISBN
978-626-316-127-6 (精裝)
874.599
奇奇蒂蒂的下午茶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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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 面; 20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1-5-5 (精裝)
874.599
奇奇蒂蒂聖誕快樂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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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 面; 20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1-6-2 (精裝)
874.599
玩具總動員. 4 : 舊朋友新朋友 / 娜塔
莎.布查德(Natasha Bouchar)作 ; 迪士
尼繪本美術團隊(Disney Storybook Art
Team)插畫 ; Sabrina Liao 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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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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0 面; 21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
1 .-- ISBN 978-626-316-126-9 (精裝)
874.599
站出來!大聲說話! / 安德魯.喬尼爾
(Andrew Joyner)文圖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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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40 面; 26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15-2-9 (精裝) NT$320
874.599
樹旅館. 2, 最棒的禮物 / 凱莉.喬治
(Kallie George)著 ; 史蒂芬妮.葛瑞金
(Stephanie Graegin)繪 ; 黃筱茵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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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66-4 (平
裝) NT$330
874.599
詩人葬儀社 / 湯瑪斯.林區(Thomas
Lynch)著 ; 王聖棻, 魏婉琪譯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心天地) .- ISBN 978-986-178-563-9 ( 平 裝 )
NT$300
874.6
我的隱形好朋友 / 維爾納.霍爾茨瓦
特(Werner Holzwarth)作 ; 卡特琳娜.韋
斯特法(Catharina Westphal)繪 ; 我家
編輯群譯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 面; 28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53-6 (精裝) NT$300
875.596
保羅和皮克斯 : 今晚住你家 / 蘿拉.貝
德納爾斯基(Laura Bednarski)作.繪 ;
我家編輯群譯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 面; 28
公分 .-- 注音板 .-- ISBN 978-986-074852-9 (精裝) NT$300
875.596
保羅和皮克斯 : 我們和好吧! / 蘿拉.
貝德納爾斯基(Laura Bednarski)作.繪 ;
我家編輯群譯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 面; 28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51-2 (精裝) NT$300
875.596

格林童話故事 / 人類文化編輯部著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7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10-4
(平裝) NT$380
875.596
蘋果樹小女巫 : 森林裡的毛怪 / 薩比
娜.斯塔丁(Sabine Städing)文 ; 薩賓娜.
比希納(SaBine Büchner)圖 ; 莊亦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實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6 面; 2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762715-5 (平裝) NT$280
875.596
萬物與空無 = De Tout et de Rien / Ekki
Neyvno 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黃媜敏,
11009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中法對照 .- ISBN 978-957-43-9181-3 ( 平 裝 )
NT$350
876.51
巴黎聖母院(鐘樓怪人) / 維克多.雨果
(Victor-Marie Hugo)著 ; 李玉民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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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 (Golden age ; 31) .-- 獨家復刻 1831 年
初版作者手稿＆1888 年經典插畫 法
文直譯全譯本 .-- ISBN 978-986-384571-3 (平裝)
876.57
小王子 / Antoine de Saint-Exupéry 著 ;
劉麗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3
公分 .-- 臺法對照 .-- ISBN 978-6267018-53-8 (平裝) NT$400
876.596
拇指姑娘 / 碧雅翠絲.芳塔內(Béatrice
Fontanel) 作 ; 露 西 . 帕 拉 桑 (Lucile
Placin)繪 ; 尉遲秀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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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8 面; 32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84-61-9 ( 精 裝 )
NT$350
876.596
*愛的教育 / 愛德蒙多.德.亞米契斯
著 ; 王干卿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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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文

學) .-- ISBN 978-626-314-039-4 (平裝)
NT$300
877.596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16-6 (平裝) NT$380
881.5596

氤氳之城 : 當代最受歡迎西班牙作
家薩豐,獻給書迷的告別故事集 / 卡
洛斯.魯依斯.薩豐(Carlos Ruiz Zafón)
著 ; 范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當代文學 ; 157) .-- ISBN 978986-133-790-6 (平裝)
878.57

童話夢工場 : 小女孩的神奇火柴 / 安
徒生原著 ; 耿啟文作 ; 貓十字繪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(童話
夢工場 ; 1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21-509-5 (平裝) NT$250
881.5596

如 果 , 鳥 / 貝 翠 斯 . 維 達 爾 (Beatriz
Martin Vidal)作 ; 林暄涵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十字書屋, 11010 .-- 40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8-1-0 (精
裝) NT$350
878.599

不小心變成作家了! / 安娜特.赫辛
(Annet Huizing)文 ; 林士棻圖 ; 林敏雅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19
公分 .-- (Mini & Max ; 27) .-- ISBN 978986-294-280-2 (平裝) NT$350
881.659

奧莉薇心情變變變 / 荷西.法蘭哥休
(José Fragoso)文.圖 ; 張淑瓊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9 .-32 面; 25X27 公分 .-- (生命花園 ; 50)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00-382-2
(精裝)
878.599

提歐和莉亞吵架了 / 提利.羅伯埃克
特(Thierry Robberecht)文 ; 艾絲黛兒.
敏思(Estelle Meens)圖 ; 賴潔林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 面; 25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40-8 (精裝)
881.7599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洲、大洋洲文學
*我們 : 反烏托邦三部曲. 1 / 尤金.薩
米爾欽著 ; 殷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Golden age ;
4018) .-- 精裝典藏版 .-- ISBN 978-986384-575-1 (精裝)
880.57
春潮 / 伊凡.屠格涅夫著 ; 駱家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8 面; 21 公
分 .-- (愛經典 ; 54) .-- ISBN 978-95713-9355-1 (精裝) NT$300
880.57
安徒生童話繪本 / Lee,Mi-ae 作 ; 陳馨
祈翻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8 面; 2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23675-8 (精裝)
881.559
安徒生童話故事 / 人類文化編輯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7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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擠不進書本裡的長頸鹿 / 雷蒙達斯.
尤爾蓋蒂斯(Raimondas Jurgaitis)文 ;
戴紐斯.舒克斯(Dainius Šukys)圖 ; 賴
潔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 面;
24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385 (精裝)
881.8599
好兵帥克 / 雅洛斯拉夫.哈謝克著 ; 張
蔚鄉譯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5-09-3 (平裝)
NT$480
882.457
戰 時 燈 火 / 麥 可 . 翁 達 傑 (Michael
Ondaatje)著 ; 李淑珺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
師名作坊 ; 181) .-- ISBN 978-957-139356-8 (平裝) NT$380
885.357
不一樣的沙子島之歌 / 布里.葛布瑞
斯(Bree Galbraith)作 ; 瑪麗安.阿伯納
(Marion Arbona)繪 ; 柯倩華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 面; 27 公分 .--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338-419-9 (精
裝) NT$300
885.3599
水豚 / 阿爾弗雷多.索德圭特(Alfredo
Soderguit)文.圖 ; 黃婷涵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1 .-- 4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69-3-8 (精裝)
885.78599
不跟別人比,做最棒的自己 / 賽樂思
特.巴柏(Celeste Barber)文 ; 麥特.寇斯
格夫(Matt Cosgrove)圖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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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0 .-- 24 面; 26X25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815-4-3 (精裝)
NT$300
887.1596
暴風雨男孩 / 柯林.提利(Colin Thiele)
著 ; 羅伯.英潘(Robert Ingpen)繪 ; 趙永
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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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72 面;
30 公分 .-- (故事館) .-- ISBN 978-6267000-16-8 (平裝) NT$280
887.1596

藝術類
總論
宜蘭美術. 63 期 / 鄒森均編輯委員 .-宜蘭縣三星鄉 : 宜蘭縣美術學會,
11008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291-6-7 (平裝)
1.藝術 2.期刊 900.5
諸神的戰爭 : 希臘神話裡的榮耀與
輓歌 / 江逐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旗出版社出版 : 大都會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20-8-1 (平裝)
NT$420
1.藝術評論 2.希臘神話 901.2
相遇場所 : 當代策展與藝術實踐的
潛 在 療 癒 初 探 = Encounter site : a
preliminary study in the potential healing
of contemporary curating and artistic
practice / 王品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帝門藝術教育基
金會, 11008 .-- 18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899-50-6 (平裝) NT$250

1.藝術行政 2.藝術展覽 3.藝術治療
901.6
邁向操演時代 : 展演作為策展策略 /
佛羅里安.馬扎赫(Florian Malzacher),
喬安娜.華沙(Joanna Warsza)編 ; 白斐
嵐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
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(文化湯 ; 21) .-- ISBN 978-957-445960-5 (平裝) NT$320
1.藝術行政 2.藝術展覽 3.行為藝術
4.個案研究 901.6
東南亞 : 策展空間 / 烏特.梅塔.鮑爾
(Ute Meta Bauer), 柔依.柏特(Butt, Zoe),
蔡凱文(Kevin Chua), 派屈克.D.佛洛
雷(Patrick D. Flores), 格拉西亞.卡威
(Gridthiya Gaweewong), 托尼.戈弗雷
(Tony Godfrey), 郭映思(Yin Ker), 艾琳.
列 加 斯 皮 - 拉 米 瑞 茲 (Eileen Legaspi
Ramirez), 辛友仁(Seng Yu Jin), 孫先勇
(Simon Soon), 諾 拉 .A. 泰 勒 (Nora A.
Taylor), 鄭大衛(David Teh)作 ; 田立心,
官妍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
灣美術館, 11009 .-- 215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2-384-4 ( 平 裝 )
NT$480
1.藝術行政 2.藝術展覽 3.文集 4.東
南亞 901.607
液態之愛 = Liquid love / 鄭慧華, 羅悅
全, 黃郁捷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當
代藝術館, 立方計劃空間出版 : 財團
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發行, 11008 .- 170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06763-2-7 (平裝) NT$600
1.現代藝術 2.作品集 902
詩性維度 = The Poetic Realm / 許楚君
撰文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財團
法人毓繡文化基金會, 毓繡美術館,
11009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97344-7-9 (平裝)
NT$6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
聲經絡 : 台灣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
馬來西亞的聲響文化製圖 ; Sound
meridians : cultural counter-mapping
through
sound:Taiwan,the
Philippines,Singapore and Malaysia / 鄭
慧華, 羅悅全, 黃郁捷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
會臺北當代藝術館, 立方計劃空間,
11008 .-- 190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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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.-- ISBN 978-986-06763-1-0 (平裝)
NT$600
1.現代藝術 2.聲音傳播 3.作品集
902
大遷徙 : 盧明德 = Great migrations :
Lu Ming-Te / 余思穎總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美術館, 11008 .-264 面; 33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0772-26-5 (精裝) NT$15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中華文耀辛丑之美國際藝術聯展 /
呂玉環, 林士森作 .-- 新北市 : 中華文
耀文教經貿交流協會, 11009 .-- 17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939-5-5 (平
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加法 = Minus addition / 蘇育賢[作]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大 未 來 耿 畫 廊 ,
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346-2-6 (平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仲秋藝事 : 中華文創學會 2021 會員
聯展 =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ulture
Creativity 2021 Autumn Arts Exhibition
/ 王建民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中華文創學會, 11010 .-- 14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07-0-2 (平裝)
NT$8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青藍藝術季. 2021, 展覽作家專輯 =
Cyan blue arts season. 2021, Exhibition
artist works album / 陳玉書總編輯 .-初版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國立台灣藝
術大學校友會, 11008 .-- 56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195-1-7 (平裝)
NT$6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宜蘭獎. 2021 = Yilan awards / 呂倩芳
總編輯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文化
局, 11010 .-- 176 面; 22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18-54-0 ( 精 裝 )
NT$7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宜蘭縣美術學會畫冊. 2021 / 鄒森均
總編輯 .-- 宜蘭縣三星鄉 : 宜蘭縣美
術學會, 11008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5291-7-4 ( 平 裝 )
NT$5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信仰迴路 = The circuit of folk beliefs /
林育淳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

南市美術館, 11009 .-- 106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36-2 (平裝)
NT$150
1.現代藝術 2.宗教藝術 3.作品集
902.33
*智在點 : 出離與回歸之自性安處 =
The self and peaceful dwelling between
departure and return / 康美智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吾皇多媒體行銷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0408-5-3 (平裝) NT$45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創作論壇 : 影像燴 : 劉時棟個展 =
Forum for creativity in art : Liu ShihTung : cut out and mix / 張艾茹執行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立美
術館, 11009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5-50-6 (平裝) NT$35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新 竹 美 展 . 2021 = Hsinchu Art
Exhibition. 2021 / 李安妤, 張馨之總編
輯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府文
化局 ; 新竹市 : 新竹市文化局,
11010 .-- 228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1-89-2 (精裝) NT$4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
版 .-- ISBN 978-626-7020-10-4 (精裝)
NT$4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澎湖縣美術家聯展. 109 : 藝漾菊島.
文 化 澎 湖 = 2020 The exhibition of
Penghu Hsien artists / 呂誼珊總編輯 .- 初版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政府
文化局, 11009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(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; 317) .-- ISBN
978-986-5427-66-5 (平裝) NT$35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*墨緣畫意月光情 : 高雄市月光山書
畫藝術學會 2021 書畫專輯 / 李素珍,
邱海清, 賴鴻進編輯 .-- 高雄市 : 高雄
市月光山書畫藝術學會, 11008 .-- 80
面 ; 25X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0114-3-3 (平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振人心翰墨風華聯展. 2021 / 王阿
勉, 林金環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灣新
世紀文化藝術協會, 11008 .-- 8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1185-3-9 (平裝)
NT$10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
新竹縣美術協會創會五十周年慶會
員聯展 / 彭鴻欽, 彭瑞賢總編輯 .-- 新
竹縣新埔鎮 : 新竹縣美術協會,
11009 .-- 127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2657-4-5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
典藏目錄. 2020 = Collection catalogue.
2020 / 林羿妏, 陳秀薇, 曾芳玲, 羅潔
尹, 張淵舜, 葉沛昀, 郭宗祐, 蔡佩珍
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立美
術館, 11009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5-47-6 (平裝) NT$500
1.高雄市立美術館 2.美術 3.蒐藏品
4.目錄 902.833

感性機器 : 後資本主義時代的自我
療癒 = Affect machine : self-healing in
the post-capitalist era / 李雨潔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美術館,
11010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0772-32-6 (平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3.文集 902.33

國立臺灣美術館年報. 2020 = National
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nual
Report 2020 / 宓儀執行編輯 .-- 臺中
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008 .-- 148 面;
28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532-387-5 (平裝)
1.國立臺灣美術館 906.8

臺中市大墩美展. 第 26 屆 = The 26th
Da Dun Fine Arts Exhibition of Taichung
City / 陳佳君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
市政府文化局, 11010 .-- 285 面; 25X26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7001-21-9 (精裝) NT$65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
*徐復觀教授<<中國藝術精神>>手
稿整理彙編 / 陳惠美, 謝鶯興整理 .-臺中市 : 東海大學圖書館, 11008 .-520 面; 25 公分 .-- (館藏手稿整理系
列 ; 2) .-- ISBN 978-957-548-091-2 (平
裝)
1.藝術史 2.中國 909.2

寫一首春天的詩展覽專輯 = Spring
poetry exhibition album / 劉俊蘭總編
輯 .-- 桃 園 市 : 桃 園 市 立 美 術 館 ,
11008 .-- 43 面; 20X21 公分 .-- 注音

心旅.手藝.奚淞 / 潘襎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011 .-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館. 美術
家 傳 記 叢 書 ) .-- ISBN 978-986-532395-0 (平裝) NT$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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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奚淞 2.藝術家 3.臺灣傳記
909.933
存在.變化.賴純純 / 張晴文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
館. 美術家傳記叢書) .-- ISBN 978986-532-397-4 (平裝) NT$600
1.賴純純 2.藝術家 3.臺灣傳記
909.933
創見.省思.李小鏡 / 葉謹睿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
館. 美術家傳記叢書) .-- ISBN 978986-532-392-9 (平裝) NT$600
1.李小鏡 2.藝術家 3.臺灣傳記
909.933

音樂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<<藝韻薪傳>>臺
灣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0
/ 孫巧玲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
立臺灣藝術大學, 11008 .-- 20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6-1-4 (平裝)
NT$300
1.音樂教育 2.文集 910.307
音樂藝術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
2021 = 2021 Conference on Musical Arts
and Pedagogy / 陳希茹, 陳柏元, 鄭愷
雯, 劉芳妤, 何佩華, 曾善美, 葉乃菁,
劉聖賢, 陳昱翰著 ; 黃勤恩主編 .-- 初
版 .-- 屏東市 : 國立屏東大學, 11009 .- 1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42-8-8 (平裝) NT$250
1.音樂 2.文集 910.7
留聲機時代 : 日治時期唱片工業發
展史 / 林良哲作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
左岸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200 面; 22 公
分 .-- (紀臺灣) .-- ISBN 978-626-950512-8 (平裝) NT$450
1.唱片業 2.流行歌曲 3.臺灣史 4.日
據時期 910.933
時代的回聲 : 林道生的人生樂章 / 林
道生口述 ; 姜慧珍文字整理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10 .-- 264
面; 21 公分 .-- (Do 人物 ; 80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06839-1-2 (平裝)
NT$360
1.林道生 2.作曲家 3.臺灣傳記
910.9933

我想說的是,給和平一個機會 : 最偉
大的搖滾傳奇「約翰.藍儂」生前最
後一次的重要專訪 / 大衛.薛夫著 ; 何
佳芸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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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91-0 (平裝)
1.藍儂(Lennon, John, 1940-1980) 2.小
野洋子 3.搖滾樂 4.音樂家 5.訪談
910.9941
*偉大作曲家群像 : 巴爾托克 / 哈密
許.麥恩著 ; 林靜枝, 丁佳甯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
11009 .-- 15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9-37-2 (平裝) NT$380
1.巴爾托克(Bartok, Bela, 1881-1945.)
2.作曲家 3.傳記 4.匈牙利
910.99442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教師暨
研究生論文學術研討會<<演奏與詮
釋>>論文集. 2019 第六屆 / 孫巧玲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
大學, 11008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96-0-7 (平裝) NT$500
1.演奏 2.樂評 3.文集 911.807
爵士試聽間 = In a sentimental room /
周靖庭作 .-- 初版 .-- [臺中市] : 周靖
庭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8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235-3 ( 精 裝 )
NT$500
1.爵士樂 912.74
電玩遊戲音樂創作法 / 溫尼弗雷德.
菲利普斯(Winifred Phillips)著 ; 曾薇
蓉, 王凌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
博士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8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0-189-3 (平裝) NT$1200
1.電玩音樂 912.79
全新版二胡五線譜入門 / 胡峻賢編
著 .-- 初 版 .-- 嘉 義 市 : 胡 峻 賢 ,
11010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191-2 (平裝) NT$380
1.胡琴 2.樂譜 919.21

建築

公共藝術設計整合策略 / 郭文昌著 .- 高雄市 : 大噐小物藝術設計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5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29-0-5 (平裝) NT$580
1.公共藝術 2.設計 3.臺灣 920

司 , 11009 .-- 320 面 ; 30 公 分 .-(SASUGAS ; 21) .-- ISBN 978-986-289626-6 (精裝) NT$1200
1.建築物 2.建築藝術 3.磚瓦 4.歷史
923

溪女 = The nature of water, the nature of
woman / 洪璿育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愛鄉協進
會, 11008 .-- 76 面; 18X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88367-3-0 ( 平 裝 )
NT$380
1.環境藝術 2.自然保育 3.高雄市美
濃區 920

佛光山建築浮雕圖像之研究 / 釋永
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
11009 .-- 394 面; 21 公分 .-- (佛教研究
叢書 ; 13) .-- ISBN 978-986-06430-7-7
(平裝) NT$450
1.佛光山 2.宗教建築 3.浮雕 4.佛教
藝術 5.文集 927.207

田中央作品集 = Fieldoffice incomplete
works,1994- / 田中央工作群, 黃聲遠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0 面; 23 公
分 .-- (tone) .-- ISBN 978-986-0777-444 (精裝)
1.建築美術設計 2.作品集 3.文集
920.25
金大建築壹壹零級畢業設計作品集 :
小島,載入中 /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
系 110 級全體學生作 .-- 初版 .-- 金門
縣金寧鄉 : 國立金門大學出版 ; [臺
北市] :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發行,
11008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872-6-0 (平裝) NT$550
1.建築美術設計 2.作品集 920.25
互動.隨性.超越 : 人文建築師朱鈞的
創作思維與人生風景 / 朱鈞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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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44-8 (平裝)
NT$380
1.朱鈞 2.建築師 3.臺灣傳記
920.9933
重返花磚時光 : 搶救修復全台老花
磚、復刻當代新花磚,保存百年民居
日常的生活足跡,再續台灣花磚之美
/ 徐嘉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3-1-8 (平
裝) NT$480
1.磚瓦 2.建築藝術 3.裝飾藝術 4.臺
灣 921.7
磚建築全書 : 從古文明至 21 世紀的
磚頭美學與榮耀 / 詹姆斯.坎貝爾, 威
爾.普萊斯作 ; 陳卓均, 常丹楓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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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園景精選 / 王小璘, 何友鋒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21-3 (平裝)
NT$600
1.園林建築 2.臺灣 929.933

雕塑
*印稿雅集 / 柳秉聞執行編輯 .-- [臺
中市] : 大墩印社, 11008 .-- 80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634-2-9 (平裝)
NT$400
1.印譜 931.7
基本面具的做法 / 綺想造形蒐集室
作 ; 黃姿頤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
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5-6-3 (平
裝) NT$400
1.面具 932.91
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. 2021 : 台灣木
雕協會會員聯展 / 林彥甫總編輯 .-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,
11008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0-79-6 (平裝) NT$250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. 2021 : 江湖俠
客 : 林進昌木雕個展 / 林彥甫總編
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
局, 11008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0-81-9 (平裝) NT$250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. 2021 : 守愚藏
拙 : 黃媽慶木雕創作展 / 林彥甫總編
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
局, 11008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0-83-3 (平裝) NT$250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
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. 2021 : 明相道
韻 : 論英雄菩薩 李明道木雕個展 / 林
彥甫總編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
文化觀光局, 11008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20-82-6 ( 平 裝 )
NT$250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. 2021 : 奇蹟 :
馬爹木雕個展 / 林彥甫總編輯 .-- 苗
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,
11008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0-84-0 (平裝) NT$250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. 2021 : 苗栗縣
三義木雕協會會員聯展 / 林彥甫總
編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
光局, 11008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0-80-2 (平裝) NT$250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臺灣木雕專題展. 2021 : 薪傳啓藝 :
陳啓村木雕薪傳展 / 林彥甫總編輯 .- 初版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
光局, 11009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0-86-4 (精裝) NT$500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紋革創生 = Leather art : regeneration /
馮斯蒂作 .-- 臺北市 : 馮斯蒂, 11010 .- 124 面; 3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62-9 (精裝) NT$2400
1.皮雕 2.作品集 936
廖修平 : 跨越疆界的最前線 = LIAO :
frontline/frontier : a retrospective of Liao
Shiou-ping / 林育淳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臺南市美術館, 11010 .-- 296
面; 29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5487-37-9 (精裝)
1.版畫 2.畫冊 937
陶の生活 : 許清全天目創作陶 = Life
of pottery : Hsu Ching-chuan's pottery
artifacts / 許清全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8 .-- 120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348 (平裝) NT$800
1.陶藝工藝 2.作品集 938

書畫
大漠.鄉野.高一峰 / 蕭瓊瑞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

館. 美術家傳記叢書) .-- ISBN 978986-532-388-2 (平裝) NT$600
1.高一峰 2.畫家 3.臺灣傳記
940.9933
肖像.人生.邱亞才 / 陳貺怡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
館. 美術家傳記叢書) .-- ISBN 978986-532-396-7 (平裝) NT$600
1.邱亞才 2.畫家 3.臺灣傳記
940.9933
明心.墨采.文霽 / 陳長華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011 .-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館. 美術
家 傳 記 叢 書 ) .-- ISBN 978-986-532389-9 (平裝) NT$600
1.文霽 2.畫家 3.臺灣傳記 940.9933
思古.通今.施翠峰 / 李欽賢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
館. 美術家傳記叢書) .-- ISBN 978986-532-390-5 (平裝) NT$600
1.施翠峰 2.畫家 3.臺灣傳記
940.9933
詼諧.敦厚.李轂摩 / 林進忠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
館. 美術家傳記叢書) .-- ISBN 978986-532-394-3 (平裝) NT$600
1.李轂摩 2.畫家 3.臺灣傳記
940.9933
醇美.裸真.張淑美 / 楊永源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
館. 美術家傳記叢書) .-- ISBN 978986-532-393-6 (平裝) NT$600
1.張淑美 2.畫家 3.臺灣傳記
940.9933
激流.厚土.林惺嶽 / 倪又安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,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家庭美術
館. 美術家傳記叢書) .-- ISBN 978986-532-391-2 (平裝) NT$600
1.林惺嶽 2.畫家 3.臺灣傳記
940.9933
蘊內映外任意悠然 : 李轂摩 81 書畫
展 / 李轂摩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
府文化局, 11010 .-- 7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1-20-2 ( 平 裝 )
NT$3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94

彰化縣墨友書畫學會會員作品專輯.
2021 第十屆 / 楊秀里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彰化縣溪湖鎮 : 彰化縣墨友書
畫學會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094-1-2 ( 平 裝 )
NT$35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6
蔡明讚著作集. 書家卷, 台灣書家述
評 / 蔡明讚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宸
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8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185-5-1 (精
裝)
1.書法 2.書法家 3.藝術評論 4.臺灣
942
蔡明讚著作集. 書史卷, 古代書法述
要 / 蔡明讚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宸
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185-2-0 (精
裝)
1.書法 2.歷史 942.09
蔡明讚著作集. 文房卷, 文房雅趣賞
翫 / 蔡明讚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宸
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6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185-6-8 (精
裝)
1.書法 2.歷史 3.臺灣 942.0933
蔡明讚著作集. 書論卷, 台灣書風論
集 / 蔡明讚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宸
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185-3-7 (精
裝)
1.書法 2.歷史 3.臺灣 942.0933
蔡明讚著作集. 書壇卷, 台灣書壇聞
見 / 蔡明讚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宸
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185-4-4 (精
裝)
1.書法 2.歷史 3.臺灣 942.0933
草書道 / 張光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活茶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7559-4-9 (平
裝) NT$500
1.草書 2.書法美學 942.14
漢字草書字典 / 鄭錫亭作 .-- 高雄市 :
上鋐書庫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53-0-5 (平
裝)
1.草書 2.字典 942.14044
黃庭堅行草解析 / 施春茂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

11009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7-717-5 (平裝) NT$600
1.行書 2.草書 3.書法美學 942.15
人老書猶未 : 老實寫字 = The lifelong
quest for a personal calligraphy style :
calligraphy solo exhibition by Chang
Tzu-Chiang / 張自強作 .-- 臺中市 : 臺
中市政 府文化 局葫 蘆墩文 化中 心,
11009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626-7001-16-5 (精裝)
NT$60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5
名家書法練習帖 : 王羲之.蘭亭集序 /
大風文創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
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1-3-4 (平裝)
NT$150
1.法帖 943.5
樂觀得福 : 柳炎辰書法篆刻作品輯 /
柳坤發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
化局, 11009 .-- 7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1-15-8 (平裝) NT$300
1.書法 2.篆刻 3.作品集 943.5
<<臺灣通史>>出版百年紀念 : 連橫
杯詩詞大賽獲獎詩文暨兩岸青少年
書法作品集 / 中國書法學會, 臺灣松
社詩學會編 .-- 臺北市 : 中國書法學
會 ; 新北市 : 臺灣松社詩學會,
11009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257-2-2 (平裝) NT$120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6
寫出美麗人生 : 硬筆字教材 / 蔡勝德
著 .-- 嘉 義 市 : 小 茶 壺 兒 童 劇 團 ,
11009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303-5-8 (平裝) NT$300
1.習字範本 943.97
墨問 : 台灣水墨藝術研討會. 109 年,
洪根深美術館開館特展暨學術論壇
專輯 / 呂誼珊總編輯 .-- 澎湖縣馬公
市 :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, 11010 .-- 120
面; 25X26 公分 .-- (澎湖縣文化資產
叢書 ; 320) .-- ISBN 978-986-5427-69-6
(平裝) NT$350
1.水墨畫 2.畫論 3.文集 944.07
台南生活美學館會員聯展暨 Covid19 抗疫紀念畫冊 = National Tainan
living art center group exhibition &
Covid-19 anti-epidemic memorial album
/ 張榕庭, 張雪蕙, 何正芳, 呂姝琴, 林
郁樹, 胡琪田, 陳綉鳳, 余真賢, 李中
玉, 高鳳琴, 陳白苓, 羅維欽, 于披霞,

吳英杰, 吳栩菲, 李仁杰, 李景瑜, 沈
政乾, 林碧麗, 柯彩惠, 耿美潔, 黃瑞
珠, 楊慧濰, 廖淑珍, 羅尊, 龎妙齡, 陳
玉玲, 周孟如, 鄧玉媛, 黃妙玉編輯委
員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工筆
畫學會, 11008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80066-6-9 (平裝)
1.工筆畫 2.繪畫 3.畫冊 945.5
心 造 自 然 : 陳 士 侯 個 展 = Nature
created by the mind : Chen Shih-Hou
solo exhibition / 陳士侯作 .-- 新北市 :
財團法人新北市文化基金會, 11009 .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0640-3-3 (平裝)
1.工筆畫 2.畫冊 945.6
古今繪話 : 林幸男八十彩墨創作專
輯. 二 / 林幸男作 .-- 臺北市 : 林幸男,
11009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78-0 (平裝) NT$60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像藝術家一樣開發創意 / 貝蒂.愛德
華(Betty Edwards)著 ; 杜蘊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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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45-5 (平裝)
NT$520
1.繪畫技法 2.創意 3.創造性思考
947
完美裸體姿勢集 : 君島美緒 / 横山こ
うじ攝影 ; 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866-9 (平裝)
1.人體畫 2.裸體 3.繪畫技法 947.23
人氣畫家的動物素描密技 / 內藤貞
夫作 ; 黃筱涵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11 .-- 175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25-0 (平
裝) NT$400
1.動物畫 2.繪畫技法 947.33
大家一起來學禪繞畫 : 6 週圖解練習、
200 個圖形與範例,保證學會 / 貝卡.
克胡拉(Beckah Krahula)著 ; 金黎晅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83-8 (平裝)
NT$350
1.繪畫技法 2.禪繞畫 947.39
夢境迷宮 : Shakespeare can be fun /
Niksharon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
95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72 面;
25X25 公分 .-- (多彩多藝 ; 8) .-- ISBN
978-957-686-812-2 (平裝) NT$320
1.著色畫 2.繪畫 3.畫冊 947.39
蚵仔煎的秘密 / 黃建芳作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徐木笛文創社, 11009 .-- 135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147-26 (平裝) NT$130
1.漫畫 947.41
楓之谷大冒險 / 宋道樹作 ; 徐正銀繪 ;
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0 面; 25
公分 .-- (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) .- ISBN 978-957-658-650-7 ( 平 裝 )
NT$300
1.漫畫 947.41
瘋狂廚房 / 荻原数馬作 ; Seeker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292 面; 19 公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894-9 (第 1 冊:平裝)
1.漫畫 947.41
踮腳的小陽 / 田中檸檬文.圖 ; 林慧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(Life 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14-72812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鐵甲飛拳 : 澳洲.尖峰石陣.機器人 /
李國權作 ; 太陽兵團插畫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34) .-ISBN 978-986-5588-41-0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條漫創作聖經 : 向最強數位內容創
作陣容取經!學習韓國 webtoon 的創
作心法、場景調度、分鏡技巧,到推
銷企劃並進軍人氣平台實用創作全
書 / 洪蘭智, 李鍾範著 ; 陳聖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(NEW 不歸類 ; 45) .-- ISBN 978626-310-094-7 (平裝) NT$420
1.漫畫 2.文集 3.韓國 947.4107
小朋友的第一本最愛圖畫大全集 :
線條+形狀的超簡單繪畫遊戲 /
Feltboy 原著 ; 陳盈之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
11008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927-2 (平裝)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自然動作插畫姿勢集 : 馬上就能畫
出姿勢自然的角色 / HOBBY JAPAN
作 ; 邱顯惠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
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5-5-6 (平
裝) NT$36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攻克各種姿勢!制服少女繪圖技法 :
專業繪師やとみ老師親自傳授如何
描繪角色線稿! / やとみ著 ; 王怡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4-846-1 (平裝)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擬人化角色設計手冊 / suke, Lyon,
MOKURI, 佐 倉 お り こ 作 ; 黃 琳 雅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版社, 11009 .-- 1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7-716-8 (平裝) NT$38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職業繪師的立體人物上色密技 / Rino
Park 作 ; 許郁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11 .-- 197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267 (平裝) NT$38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. 第五十
二 屆 = Special issue the 52th World
School Children's Art Exhibition in the
Republic of China /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
教育學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
兒童美術教育學會出版 ; 高雄市 : 第
五十二屆世界兒童畫展籌備會發行,
11008 .-- 21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35-1-2 (平裝)
1.兒童畫 2.畫冊 947.47
一秩夢地 = A decade of dreams / 羅祤
絹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羅祤絹,
11009 .-- 96 面; 28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957-43-9269-8 ( 平 裝 )
NT$500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*杜夢幻故事集 : 艾米的太空載具和
總部 = Du phantasy story sets : Aimee's
space vehicle and headquarter / 杜 岳
作 .-- [臺北市] : 杜岳, 11009 .-- 54 面;
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43-9176-9 (平裝) NT$1400

1.繪畫 2.畫冊

947.5

金德峰画冊 / 金德峰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08 .-- 72 面;
4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金德峰畫冊 .-ISBN 978-986-06898-3-9 ( 平 裝 )
NT$350
1.繪畫 2.現代藝術 3.畫冊 947.5
水彩風景寫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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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65-4-9 (平裝) NT$360
1.水彩畫 2.素描 3.繪畫技法 948.4
東方美人繪 古風水彩人物畫入門 /
噠噠貓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出版社, 11011 .-- 159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24-3 (平裝)
NT$320
1.水彩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
948.4
活水. 2021 : 桃園國際水彩雙年展: 詠.
情.顯.妙 = Flowing Water : Taoyuan
International
Watercolor
Biennial:
Encomia.
Humanistic.
Manifest.
Omniety / 徐慧君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 208 面; 25X26 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
英文 .-- ISBN 978-626-7020-14-2 (平裝)
NT$600
1.水彩畫 2.畫冊 948.4
舒曾祉水彩集 = Watercolor album by
Shu Tseng-Tzu / 舒曾祉作 .-- 新北市 :
輔仁大學藝術學院, 11009 .-- 168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0-05-5 (第
1 冊:平裝) NT$450
1.水彩畫 2.畫冊 948.4
浪漫之外 = Besides the romance / 賴威
嚴作 .-- 彰化市 :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
館, 11009 .-- 64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380-6 (平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反 記 憶 抗 歸 檔 = Antimemory
Antiarchive : Buen Calubayan / 布恩.卡
路拜恩(Buen Calubayan)作 .-- 臺北市 :
安卓藝術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20-33 (平裝) NT$9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高碧玉油畫創作集. 七 = Paintings by
Kao, Pi-Yu. 2021 / 高碧玉作 .-- 臺中
市 : 江凌青博士紀念館, 11008 .-- 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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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416-46 (平裝) NT$36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管大立 : 隴上兒童笑 = Ta Li Kuan :
Innocent smiles of farm children in
Gansu China / 管大立作 .-- 臺南市 : 管
大立, 11008 .-- 288 面; 21X28 公分 .-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-9225-4
(精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藝與憶 : 賴淑梅油畫集 : 紀念夫婿陳
瑞文 / 賴淑梅作 .-- 臺北市 : 陳俞匡,
11009 .-- 192 面; 27X27 公分 .-- 中英
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-9281-0 (精裝)
NT$12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聽風的歌 : 林煒翔 = Voices of the
wind : Lin Wei-Hsiang / 林煒翔作 .-- 臺
北市 : 安卓藝術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72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820-4-0 (平裝) NT$8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宜蘭縣粉彩畫美術學會會員聯展暨
藝術交流展作品專輯. 2021 / 林曉妮
總編輯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粉彩畫美
術學會, 11009 .-- 100 面; 21X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371-1-5 (平裝)
1.粉彩畫 2.畫冊 948.6

攝影；電腦藝術
攝影訪談輯. 4 = Photo-logues. IV / 姚
瑞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田園城
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5-8-2 (平
裝) NT$588
1.攝影史 2.訪談 3.臺灣 950.933
數位攝影 : 光與影的入門心法 / 徐明
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9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36-7 (平裝)
NT$550
1.攝影技術 2.數位攝影 3.數位相機
952
數位攝影構圖 設計寶典 / 尚奇數位
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9 .-- 2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850 (平裝)
1.攝影技術 2.數位攝影 952.2
Oh!原來閃燈是這樣打的 : 小閃燈也
能拍出 Pro 級專業感 / 達斯汀.迪亞茲

(Dustin Diaz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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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42-5 (平裝)
NT$420
1.攝影光學 2.攝影技術 3.數位攝影
952.3
網美攝影學 / 松田忠雄, LUCKMAN,
ワタナベタイシ, 山本春花, 中西祐
介作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513-9 (平裝) NT$480
1.人像攝影 2.攝影技術 953.3
水下攝影寶典 : 從初階到進階 /
Patrick Ong .-- 新北市 : 易潛企業有限
公司, 11009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690-7-5 (平裝) NT$1600
1.水中攝影 2.攝影技術 954.5
心神出遊 : 廖祈羽 / 廖祈羽作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臺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,
11010 .-- 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2-33-3 (平裝)
1.錄影藝術 2.作品集 955
藝術松. No.2 : AI = Arthon No.2 : AI /
王奕然, 王柏偉, 吳柏瑤, 林怡君, 林
欣怡, 林映彤, 邱誌勇, 施登騰, 胡育
榕, 張嘉淵, 許夢芸, 黃文浩, 劉育成,
蔡遵弘, 蘇黎作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
財團法人數位藝術基金會出版 ; [新
北市]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10 .-- 1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1977-4-8 (平裝) NT$280
1.數位藝術 2.人工智慧 3.藝術評論
4.文集 956.07
臺北數位圖像國際學術研討會. 2020 :
光跡重啟(Light reboot) / 張維忠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
大學, 11008 .-- 20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18-7-9 (平裝) NT$300
1.數位藝術 2.數位媒體 3.電腦動畫
4.文集 5.作品集 956.707
臺 灣 的 模 樣 = Emerging Taiwanese
cultural landscape / 蔡昭儀主編 .-- 臺
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國家攝影文
化中心, 11008 .-- 30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371-4 ( 平 裝 )
NT$980
1.攝影集 2.臺灣 957.6
街景 = Street view / 李明哲作 .-- 初
版 .-- [桃園市] : 李明哲, 11009 .-- 130

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196-7 (平裝)
1.攝影集 957.9
中國攝影學會年鑑. 2021 = 2021 The
photographic society of China / 郭奇男
主 編 .-- 高 雄 市 : 中 國 攝 影 學 會 ,
11008 .-- 24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245-0-4 (精裝) NT$2000
1.攝影集 958.33
映象 2021 : 千禧攝影聯誼會會員創
作攝影集 / 周國璽等 31 位千禧攝影
聯誼會顧問及會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陳孟秋, 11008 .-- 128 面; 21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71-4 (平裝)
NT$580
1.攝影集 958.33
郭英聲 私風景 = Quo Ying Sheng :
private scenery / 郭英聲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加力畫廊, JAMEI CHEN,
11010 .-- 19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324-6-3 (精裝) NT$1800
1.攝影集 958.33
當下印象 : 62-72 十年旅遊攝影 =
Moment-impression : 62-72 ten years of
travel photography / 葉 藤 庚 攝 影 . 文
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葉 藤 庚 ,
11009 .-- 136 面; 21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68-1 (精裝) NT$660
1.攝影集 2.旅遊文學 958.33
瞬間.永恆 : 花蓮縣攝影學會 60 週年
專輯 / 花蓮縣攝影學會作 .-- 初版 .-花蓮縣吉安鄉 : 花蓮縣攝影學會,
11009 .-- 108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868-1-3 (平裝) NT$1200
1.攝影集 958.33

工藝美術
数字艺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研究 /
倪泰乐, 周悦, 姚子杰, 姚禹伯, 刘守
鹏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44 面; 26 公
分 .-- 正體題名:數字藝術與現代科技
融合的研究 .-- ISBN 978-626-7018-613 (平裝) NT$180
1.數位藝術 960
EVOLUTION by Alien Huang : 小鬼黃
鴻升創作紀實 / 黃鴻升作 .-- 1 版 .-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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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, 11011 .-- 152 面;
29X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245 (精裝潮流黑版) .-- ISBN 978-626316-125-2 (精裝時尚白版)
1.設計 2.作品集 960
IDC 2006-2021 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
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計畫 : 設計
戰國策十五年人才培育成果專輯 =
IDC 2006-2021 : International Design
Competition 15th Anniversary / 林磐聳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出版 :
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發行, 11008 .-- 43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696 (精裝) NT$450
1.設計 2.數位藝術 3.作品集 960
非線性留白 : 佳豪曾經作品集 = Nonlinear blanking / 陳佳豪作 .-- 初版 .-[南投縣竹山鎮] : 陳佳豪, 11009 .-11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61-2 (精裝) NT$499
1.設計 2.作品集 960
書上設計展. 2021 / 尼普利編輯室企
劃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尼普利網路科
技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3080-5-2 (平裝)
NT$599
1.設計 2.作品集 960
設計創作與學術國際研討會. 2021 :
日常風格的對話作品集 = Dialogue of
daily style / 林恒正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
實踐大學時尚設計學系, 11008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29-4150 (平裝)
1.設計 2.時尚 3.作品集 4.文集
960.7
創新、創客. 2021 第四屆 : 時尚形像
美學研討會論文集 / 徐珮清主編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鼎書局, 11008 .-140 面 ; 29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896-0-0 (平裝) NT$1000
1.設計 2.美學 3.時尚 4.文集 960.7
好色 : 解析性格、時尚改造、療癒
身心......從路人甲變成萬人迷,色彩
的影響力超乎你的想像! / 謝蘭舟, 韋
秀英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66 面;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16-809-4 (平裝) NT$350
1.色彩學 2.色彩心理學 963
色彩原論 / 林昆範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
11008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862-5 (平裝) NT$440
1.色彩學 963
以設計導入公共服務 : 打造以人為
中心的衛生所場域 = Design for public
service : creating a human-centered
public health center / 張基義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設計
研究院, 11008 .-- 92 面; 28X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998-3-3 ( 平 裝 )
NT$360
1.設計 2.公共服務 3.衛生所 964
家. 團圓 : 臺灣家書郵遞藝術展 =
Family reunion : the mail art exhibition
of letter to Taiwan / 方曉瑋執行編輯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方曉瑋, 11009 .-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18-6 (平裝) NT$300
1.平面設計 2.明信片 3.作品集 964
數據與人性 / 傑爾.索普(Jer Thorp)著 ;
呂奕欣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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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336 面 ; 23 公 分 .-- ( 藝 術 叢 書 ;
FI2031) .-- ISBN 978-626-315-011-9 (平
裝) NT$580
1.視覺設計 2.資訊尋求行為 3.定量
分析 4.大數據 964
拆包裝 : 從客戶需求到成品的包裝
設計創意全過程 / gaatii 光體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20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06-8-1 (平裝) NT$680
1.包裝設計 964.1
*健康養生旅居實證設計 : 陽朔山水
行旅健康會所/興坪山水行旅健康度
假會館. 第一部, 建築規劃與實證設
計全報告 = Evidence-based design of
health and wellness place & hotel. part I :
architectural and interior evidence-based
design of Shan Shui Restoration &
Healing Place & Villa,Yangshuo / 吳燦
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心想事成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86 面;
26 公分 .-- (健康療癒環境實證設計
系列 ; 5) .-- ISBN 978-986-06112-1-2
(平裝) NT$750
1.室內設計 2.環境規劃 3.渡假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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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創意生活產業實證設計策略 : 陽朔
菁出於嵐生活美學館整建規劃設計
全 報 告 = Evidence-based design
strategy for the creative life industry :
design planning report of indigo art living
building,Yangso / 吳燦中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心想事成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82 面; 26 公分 .- (健康療癒環境實證設計系列 ; 4) .-ISBN 978-986-06112-2-9 ( 平 裝 )
NT$680
1.室內設計 2.建築藝術 3.環境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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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文 蹈 舞 . 2019 : 離 形 . 集 虛 =
Speaking of dance : boundlessness.
nothingness /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; 曾
照薰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
臺灣藝術大學, 11008 .-- 1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8-8-6 (平裝)
NT$250
1.舞蹈 2.舞蹈教育 3.文集 967.07

技藝
中華茶藝大觀. 二 0 二一 / 林信宏總
編輯 .-- 臺中市 : 中華茶藝聯合促進
會, 11009 .-- 2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2311-4-5 (平裝) NT$1000
1.茶藝 2.文集 974.7
舞蹈與當代藝術 : 1900-2020 年跨域
舞 蹈 史 / 羅 西 塔 . 波 瓦 梭 (Rosita
Boisseau), 克 里 斯 提 昂 . 加 提 諾 尼
(Christian Gattinoni)著 ; 連苔嵐, 謝雨
欣, 謝淳清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
林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3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5-959-9 (平裝)
NT$350
1.現代藝術 2.現代舞 3.舞蹈史
976.09
踐行者 : 張曉雄的創作人生 / 張曉雄
著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,
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88-7-3 (平裝) NT$480
1.張曉雄 2.舞蹈家 3.臺灣傳記
976.9333

戲劇
臺灣歌仔戲傳統曲調之研究 / 胡峻
賢編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胡峻賢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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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17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182-0 (平裝) NT$390
1.歌仔戲 983.33
東離劍遊紀美術設定集 = Thunderbolt
fantasy / 霹靂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30 公
分 .-- (catch ; 273) .-- ISBN 978-9860777-31-4 (精裝) NT$1200
1.布袋戲 983.371
電影隨筆 / 金竟仔, 嘉安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12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54-0 (平裝) NT$260
1.電影 2.影評 987.013
給創作者的影片分鏡教科書 / 藍河
兼一作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10 .-- 2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15-1 (平
裝) NT$480
1.影像處理 2.攝影技術 3.剪輯技術
987.42
電影剪輯創作報告 : 數到十讓我變
成沈曉旭 = Creative editing report of
film "an angel at my table" / 滕兆鏘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滕兆鏘, 11010 .-14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82-7 (平裝)
1.電影 2.剪輯技術 987.47
吉卜力工作室的各式各樣的生活 /
德間書店童書編輯部編 ; 鍾嘉惠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1 .-- 9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852-2 (精裝)
1.動畫 987.85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
跨域觀光理論與實踐 : 智慧文創與
島嶼觀光之個案研究 / 吳英偉著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華宇國際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0 .-- 33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66-1-5 (平裝) NT$320
1.觀光行政 2.海洋 3.休閒活動 4.個
案研究 992.2
*領隊與導遊實務. 2022 : 重點整理、
試題解析、考照攻略 / 蔡進祥, 徐世
杰, 賴子敬, 鄧秀玉著 .-- 十四版 .-- 新
北市 :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9 .-- 6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96-4-9 (平裝)

1.領隊 2.導遊

992.5

領隊導遊實務 = The practice of tour
manager and tour guide / 楊明青, 楊朋
振, 王宗彥, 劉仁民合編 .-- 八版 .-- 新
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84-934-2 (平裝)
1.導遊 2.領隊 992.5
領團實務 / 陶德芳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08 .-- 28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300-6 (平裝)
1.導遊 2.領隊 992.5
面山面海教育與安全機制論壇. 2021
= 2021 T.W.N. Edu and Safety
Conference / 杜麗芳(博崴媽媽), 吳耀
族, 馮景聖, 黃昱鈞, 孔垂翔, 吳旭昇,
沙力浪, 林韋銘, 徐震宇, 翁志航, 陳
介中, 陳玉山, 陳冠榮, 陳嘉峰, 陳琦
恩, 黃征寧, 溫志榮, 廖大瑋, 劉得煒,
劉曼儀, 賴韋綸, 謝得燦, 謝智謀, 羅
致 遠 , 譚 凱 聰 , 蘇 達 貞 , Federico
Davicino 作 .-- [臺北市] : 博崴媽媽,
11008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30-8 (平裝)
1.登山 2.安全教育 3.災難救助 4.文
集 992.7707
Why?荒野求生記 / 曹永先原作 ; 李永
鎬繪 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08 .-164 面; 26 公分 .-- (科普知識漫畫) .-ISBN 978-986-5539-82-5 ( 平 裝 )
NT$300
1.野外求生 2.漫畫 992.775
導遊爸爸的露營車之旅 : 行前準備 X
戶外探險 X 車泊祕點 X 親子活動,全
家自由又省錢的好玩神提案! / 黃博
政, 吳易芸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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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0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2-77-2 (平裝) NT$430
1.露營 2.臺灣遊記 992.78
攀登技術全書 / 易思婷(小 Po)作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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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72 面; 24 公
分 .-- (不歸類 ; 201) .-- ISBN 978-626310-095-4 (平裝) NT$650
1.攀岩 993.93

撞球技法解析 / 劉明亮, 尹釗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6-341-2 (平裝) NT$350
1.撞球 995.8
迷宮 100 : 非洲探險 / DAN 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啟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12 面; 27 公分 .-- (益智教
室 ; 29) .-- ISBN 978-986-06648-3-6 (平
裝) NT$260
1.益智遊戲 997
臺謎異讀組義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雄
市 : 菜根香出版社, 11011 .-- 120 面;
19 公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6169-67-0 (平裝)
1.謎語 2.臺語 997.4
5 分鐘孩子的邏輯思維訓練(成為高
手) : 腦力全開 35 題活用 5 大思考迴
路 / 索 尼 國 際 教 育 (Sony Global
Education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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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156 面; 21
公分 .-- (廣泛閱讀) .-- ISBN 978-9865593-95-7 (平裝) NT$380
1.數學遊戲 997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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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6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454 (第 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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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77-2 (第 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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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76-5 (第 38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
忒恩格卡的秘辛 / 踩底線遊戲股份
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28 面; 19 公
分 .-- (Gamer ; 02) .-- ISBN 978-98606674-4-8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2.電動玩具 997.8
不講武德!Minecraft 最強指令破格使
用法 / GOLDEN AXE 作 ; 盧品霖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尖端出版, 11010 .-- 1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03-0 (平
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如果重來週年紀念設定集 / 傳奇網
路遊戲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010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843-0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我的 Minecraft DIY 大事典 : 1.17 洞穴
與懸崖超重量級改版完全攻略 / 盧
品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, 11009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101-6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建築、紅石、指令 Minecraft 神創意!
達人打造的無限點子空間 / Project
KK 作 ; 盧品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版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102-3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迷霧國度 : 傳承故事設定集 = Myth
of mist legacy / 赫米兔娛樂有限公司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5 公分 .-(Gamer ; 3) .-- ISBN 978-986-06674-2-4
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
標準數獨. 高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10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79-6 (第 38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
賭場無底洞騙局和賭場內外的巨嬰 :
賭場,被一介等號所顛覆 / 博智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樹人出版, 11010 .-304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2546-7-1 (平裝) NT$560
1.賭博 998

標準數獨. 進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10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78-9 (第 38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
必勝百家樂 = Baccarat / 陳富村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9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1-910-7 (平裝) NT$999
1.賭博 2.紙牌遊戲 998.3

99

跟著 Grace 一起玩蜜蠟花 / Grace Chen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花園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 (生活花園 ; LG001) .-- ISBN 978-98606072-6-0 (平裝) NT$580
1.蠟燭 2.勞作 999
戰車模型舊化塗裝技術指南 / 平井
真作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10 .-- 95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13-7 (平裝)
NT$420
1.模型 2.戰車 999
銀黏土的奇幻森林 / 淨, CYC, Emily,
Kim, Salina M.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(Fun 手作 ; 144) .-ISBN 978-986-302-599-3 ( 平 裝 )
NT$450
1.泥工遊玩 2.黏土 3.裝飾品 4.手工
藝 999.6
鋁線雜貨 fun 手作 = Artistic wire / 柚
子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藝風堂出
版社, 11008 .-- 1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17-5-5 (平裝)
1.金工 2.裝飾品 3.手工藝 999.8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目錄
政府出版品
A Guide to Cultivating Well-Read Youth:
A
Taiwanese
Literary
History
Textbook/edited by National Museum of
Taiwan Literature; Translated by Peck
Jeremy Mathew .-- 1st ed. .-- 臺南市 :
臺灣文學館, 11009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81-3 (平裝)
NT$450
Agency Against Corruption, Ministry of
Justice annual report. 2020/editor in chief
Ho Kuang-Jen, Chen Rung-Jou .-- 臺北
市 : 法務部廉政署, 11007 .-- 13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3-63-4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330
Indonesian creativity, ingenuity, and
innovation in a world in transition/Edited
by Frank Dhont(董梵)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成大多元文化研究中心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4-6-2
(PDF)
Let’s go to the moon: The introduction
of Kaohsiung Mudstone Badland
Geopark/edited by Shew-Jiuan Su, Ching
Shao .-- 1st ed. .-- 臺 北 市 : 師 大 ,
11008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3-67-1 (平裝) NT$250
Taicca issue: 疫情時代的文化消費樣
貌/李明哲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策院, 11008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372-1 (平裝)
Trends an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
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
indo-pacific region/editors-in-chief YiFang Lee, Lung-Sheng Lee .-- 臺北市 :
師大技職中心, 11009 .-- 5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71-8 (平裝)
「布袋戲風物: 偶的故事偶來說」導
覽手冊/陳婉平, 孫榮聰, 邱一峰, 戴采
如, 饒芷毓作 .-- 臺北市 : 臺灣博物館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2-386-8 (PDF)
「布袋戲風物: 偶的故事偶來說」導
覽手冊= Treasures of Taiwanese Pòotē-hì: our puppets, our stories/陳婉平,
孫榮聰, 邱一峰, 戴采如, 饒芷毓作 .-臺北市 : 臺灣博物館, 11008 .-- 3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82-0 (平
裝)
上海地方菁英與議會. 1927-1949/李
鎧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
中心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50-480-1 (PDF)
工業科技教育學刊. 第十四期/國立
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編
著; 王仁俊, 范斯淳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高雄師大工教系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0-1-3 (PDF)

中華民國生技醫藥產業簡介. 2022/經
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編
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工 業 局 ,
11009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197-9 (平裝) NT$100
中華民國對外條約輯編. 第二十三編
/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編輯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外交部, 11010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447-30-4 (全套:精裝附光碟
片) NT$1200
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. 2020/李
明哲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策
院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2377-6 (全套:平裝)
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. 2020.
III, 流行音樂產業/李明哲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策院, 11008 .-- 43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752 (平裝)
守住桃園 守護臺灣/桃園市政府衛生
局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市衛生
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0-16-6 (PDF)
有機及友善農業的魔法世界/陳建智
主編 .-- 臺南市 : 農糧署南區分署,
11011 .-- 24 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5-54-5 (精裝) NT$200
走向社會愛不止息: 社工魂.人物誌/
彭懷真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中市社會
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1-22-6 (PDF)
花蓮農村再生執行計畫社區成果集.
109 年度/連啟文總編輯 .-- 花蓮縣 :
花縣府, 11008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29-53-9 (平裝)
孩籽.聽種子的故事/楊富鈞, 吳筱曼,
蔡孟穎, 許毓純作 .-- 臺北市 : 臺灣博
物館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385-1 (PDF)

文学青年育成ガイド: 台湾文学史基
本教材/国立台湾文学館企画編集;
謝恵貞, 八木はるな翻訳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臺灣文學館, 11009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83-7 (平
裝) NT$450

*恆春古城馬道磚及相關設施修復工
程工作報告書/梁守誠計畫主持; 鄭
雅惠協同主持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
縣文化資產保護所, 11008 .-- 23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43-6 (平
裝) NT$1500

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升學總複習(雲
端版)/葉伊修編著 .-- 5 版 .-- 新北市 :
東岱圖書, 11009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68-1-3 (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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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,

100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0-08-1 (EPUB)
特色躍升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
研討會論文集. 一 0 九學年度= 2021
Annual Conference of MOE Sprout
Project and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
Program/林文彥, 黃天麒, 舒玉, 陳玉
蒼, 楊政郎, 許雯絞, 邱淑芬, 姜綉森,
林真伊, 李國瑋, 陳秀桂, 林宜欣, 張
瑞益, 連俊瑋, 陳亜葳, 陳志騰, 蕭國
倫, 李家瑩, 葉月珍, 王伶芳, 李右芷,
莫利斯, 李華德, 曾琦芬, 洪國財, 何
昕家, 林凱胤, 劉以慧, 王麗菱, 孫嘉
玲, 謝佩倫, 侯幸雨, 吳佩蓉, 張凱銘,
林燕玲, 王玉玫, 鄭瑞昌, 邱婉菁, 顏
昌華, 張淑婷, 鄧秀玉, 簡郁紘, 蔡欣
男, 蔡樹芬, 張巧宜, 李固遠, 戴偉勝,
楊淑玲, 陳永隆, 邱景詳, 廖祿文, 簡
偉倫, 王鈞逸, 張合富, 劉金鎗, 莊哲
偉, 吳忠芳, 李建平, 黃僅喻, 劉記帆,
吳秋燕, 張素珠, 韓聖, 黃政治, 李雅
婷, 楊其璇, 張倖綺, 曾月霞, 洪慧娟,
謝佩倫, 蕭家孟, 侯純純, 陳俐 , 李孟
杰, 邱臙珍, 徐鼎欣, 趙正敏, 林勤敏,
葉秋蘭, 趙彩淩, 柯品婕, 張銘今, 張
群, 陳弘明, 王財驛, 陳庭萱, 楊維娟,
張源修, 吳哲典, 陳炫如, 張育瑋, 張
博雅, 孫至輝, 張紜慈, 陳冠均, 高煥
祺, 廖珈宜, 蔡佩紜, 戴禾雅, 劉書羽,
邱學瑾, 蒲盈宏, 李嗣堯, 洪錦淳, 黃
秀美, 王譔博, 吳銜容, 方鳳玉, 李琦
華, 邱旭蓮, 陳筱瑀, 黃啟方, 吳柏蒼,
游曉薇, 梁亞文, 趙堡蕓, 蘇侰寧, 張
倉銓, 張家瑋, 洪祺森, 陳姿廷, 黎明
蓉, 林佳穎, 郭沛岑, 林佩如, 劉昱均,
怡懋.蘇米, 孔秀蘭, 黃筱晶, 侯佳弦,
李奕臻, 簡淑華, 鄭景倫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 中 市 : 臺 中 科 大 教 務 處 ,
11008 .-- 11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398-4-6 (平裝)
除 法與分數 操作教學 組 /饒忠總編
輯 .-- 花蓮縣 : 花縣府, 11008 .-- 4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9-54-6 (平
裝)
海 洋委 員會海 洋保 育署業務 簡介 .
2021=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uties of
the Ocean Conservation Administration,
Ocean Affairs Council/宋欣真, 吳龍靜,
林天賞, 羅進明, 林美朱, 李筱霞, 蔡
靜如, 楊婉怡編輯委員 .-- 高雄市 : 海
保署, 11008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7-34-0 (平裝) NT$200

高雄市國際教育教學示例 =
Kaohsiu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
Teaching Examples/吳碧華, 林百鴻, 廖
俞雲, 鍾一哲, 盧彥勳總編輯 .-- 高雄
市 : 高市教育局, 11008 .-- 30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45-2 (平裝)
NT$500
高 雄港至安 平港 / 海軍大氣海洋局
編 .-- 第四版 .-- 高雄市 : 海軍大氣海
洋局, 11009 .-- 面; 118X8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46-90-1 ( 全 開 單 張 )
NT$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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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0-12-8 (PDF)
第二十八屆系所友暨第十五屆研究
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/黄學文, 廖志
玹, 陳皓渝, 陳昭宇, 楊孟蓉, 林芊孜,
吳雅玲, 楊惠琳, 唐聖揚, 邱霓敏著;
陳昭宇, 陳薏儒, 羅紫珊編輯 .-- 高雄
市 : 高雄師大國文系, 11008 .-- 21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0-2-1 (平
裝)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:
絲竹新韻/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40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3-72-5 ( 精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)
NT$350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<<藝術
家作為科技智人>>國際學術研討會
論文集/陳貺怡主編 .-- 新北市 : 臺灣
藝大, 11009 .-- 24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18-9-3 (精裝)
國家資通安全戰略報告: 資安即國安
2.0/國家安全會議國家資通安全辦公
室作 .-- 臺北市 : 國安辦, 11009 .-- 3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455 (平裝)
鹿港鹽業風華歲月: 鹽業常設展展覽
專書/楊欽堯主筆 .-- 彰化市 : 彰縣府,
11008 .-- 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3-17-4 (精裝)
從數字認識龜山/桃園市龜山區戶政
事務所作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龜山區
戶政事務所, 11009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20-18-0 (平裝)
問學. 第二十五期/王薇甄, 范碧恵, 李
美智, 林淑怡, 王之敏, 黃竹芳, 黄學
文, 黃瓊怡, 楊淳淳, 陳雅婷, 鄭嘉, 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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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蓉, 邱霓敏, 林竿孜, 陳皓渝, 方玄
琳, 羅紫珊著; 陳昭宇, 陳薏儒, 羅紫
珊編輯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師大國文系,
11008 .-- 39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60-3-8 (平裝)
深澳漁港/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.-- 第三
版 .-- 高 雄 市 : 海 軍 大 氣 海 洋 局 ,
11009 .-- 面; 59X8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46-89-5 (菊全開單張) NT$400
稅務王國公主要出嫁/高雄紙芝居創
藝劇團團隊作.繪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48-3 (EXE)
新編六堆鄉土誌. 2, 歷史發展/李文
良, 陳麗華, 陳冠妃作 .-- 第一版 .-- 高
雄市 : 高雄師大客家所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0-4-5 (PDF)
新編六堆鄉土誌. 3, 族群互動/利亮
時, 賴郁如, 楊忠龍, 黃瑞芳, 許瑞君
作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師大客
家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60-5-2 (PDF)
新編六堆鄉土誌. 4, 語言特色/吳中
杰, 鍾叡逸, 賴惠玲, 曾淑娟, 劉曉蒨
作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師大客
家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60-6-9 (PDF)
新編六堆鄉土誌. 5, 宗教禮俗/林淑
鈴, 張二文, 賴旭貞, 鍾鳳娣作 .-- 第一
版 .-- 高 雄 市 : 高 雄 師 大 客 家 所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60-7-6 (PDF)
新編六堆鄉土誌. 6, 聚落產經/洪馨
蘭, 鍾兆生, 鍾文誌, 林吉洋作 .-- 第一
版 .-- 高 雄 市 : 高 雄 師 大 客 家 所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60-8-3 (PDF)
新編六堆鄉土誌. 8, 藝文風華/劉明
宗, 鍾屏蘭, 黃冬富作 .-- 第一版 .-- 高
雄市 : 高雄師大客家所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0-9-0 (PDF)
新編六堆鄉土誌. 9, 書目彙編/陳茂
勳責任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
雄師大客家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80-0-6 (PDF)
解讀新聞字詞: 新聞媒體常用語詞調
查(108 年)/林慶隆, 林韋均, 吳鑑城
作 .-- 新 北 市 :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2-73-3 (PDF)

彰化縣埤頭鄉芙朝國民小學 90 週年
校慶特刊=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Fu
Chao Elementary School/陳嬿容, 江永
進, 許鎮顯, 吳怡靜, 蔡期銜, 吳桃温,
何靜宜, 盧秀妮, 王淑洋, 廖淑珍, 黃
寶萱, 吳韡晨, 謝念恩, 陳怡呈, 周育
嬋編輯 .-- 彰化縣 : 彰化縣芙朝國小,
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3-14-3 (精裝)
臺北健康城市 社區健康生活方案成
果專刊/侯佳惠, 李文驊, 邱秀儀, 林夢
蕙, 陳衣螢, 鄭奕喬, 吳智偉編輯 .-- 臺
北市 : 北市衛生局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31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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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052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4-42-4 (光碟片) NT$400
臺灣海域波浪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.
2019 年/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
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.-- 高雄市 : 國家
海洋研究院, 11010 .-- 4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28-9 (平裝)
臺灣海域風力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.
2019 年/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
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.-- 高雄市 : 國家
海洋研究院, 11010 .-- 33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27-2 (平裝)
臺灣海域海流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.
2019 年/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
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.-- 高雄市 : 國家
海洋研究院, 11010 .-- 29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30-2 (平裝)
臺灣海域潮汐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.
2019 年/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
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.-- 高雄市 : 國家
海洋研究院, 11010 .-- 23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29-6 (平裝)
臺灣藺草工藝大展. 2021/陳佳君總編
輯 .-- 臺 中 市 : 纖 維 工 藝 博 物 館 ,
11009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1-24-0 (平裝) NT$100
複合式模板支撐系統設計指引=
Design guideline of composite form
shoring system/張智奇, 陳婉甄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研所, 11008 .- 4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84-8 (平裝) NT$200
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兒少保護與福
祉政策執行情形/審計部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審計部, 11009 .-- 25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39-4 (平裝)
NT$100
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新竹縣、市河
川 水質污染 防治執行 情形 / 審計部
編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審 計 部 ,
11009 .-- 2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4-41-7 (平裝) NT$100
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警政雲端運算
發展計畫(第二期)警政巨量資料分
析與運用執行情形/審計部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審計部, 11009 .-- 25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43-1 (平
裝) NT$100
優游在孩子的好主意: 2020 兒童認識
勞動權益四格漫畫徵件活動得獎作
品= Draw the labor rights/陳信瑜總編
輯 .-- 臺北市 : 北市勞動局, 11009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29-6 (平裝)
藍染與創作轉譯 = Indigo dye in art
practice/張琇媛撰稿 .-- 臺北市 : 臺北
藝術大學美術學院, 11009 .-- 9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8-8-0 (平裝)
鹽夏再社區: HISP&USR 鹽埕行動紀
實/邱俊達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
山大學社發中心, 11008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276-4-0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400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
TOEIC®聽力與閱讀測驗官方全真試
題 指 南 . VII= TOEIC® listening and
reading test official test-preparation
guide. vol. 7/ETS®作; TOEIC®臺灣區
總代理編輯委員會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忠欣, 11010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2983-4-6 ( 平 裝 )
NT$950
(IPAS)無形資產評價管理師(初級、
中級)能力鑑定速成/陳善編著 .-- 第
二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631-4 (PDF)
(SUPER)選修物理教學講義. V, 電磁
現象二與量子現象/鄭呈因, 張銘傑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8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92-4 (平裝) NT$2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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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升科大四技)經濟學(歷年試題+模擬
考)/王志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628-4 (PDF)
(升科大四技)經濟學(歷年試題+模擬
考)/王志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9 .-- 30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29-1 (平裝)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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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02-4 (PDF)
(技術士)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
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祕笈/呂俊
彥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8 .-- 430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612-3 (平裝)
(國民營事業)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
政類超強 5 合 1 題庫/千華名師群編
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8 .-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603-1 (平裝)
(國民營事業)論文高分題庫/高朋, 尚
榜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9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640-6 (平裝)
(專技高考)食品技師 30 天一次攻榜:
榜首不傳秘笈大公開/黃子寧編著 .-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616-1 (PDF)
(專技高考)職業衛生技師歷年經典
題庫總彙/陳淨修編著 .-- 第二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593-5 (PDF)
(教甄教檢)素養導向: 中學類教師檢
定教育專業科目全真模擬試題/舒勁
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9 .-- 5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626-0 (平裝)
(教甄教檢)素養導向: 國小類教師檢
定數學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/舒淮
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10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641-3 (平裝)
(超模)數學 A 學測全真模擬題本/陳
威旭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09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94-8 (平裝) NT$213

(警專入學考)史上最強!警專乙組歷
年試題超級詳解(含國文、英文、數
學乙、歷史、地理)/警專金榜編輯小
組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8 .-- 68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625-3 (平裝)
(警專入學考)警專化學: 滿分這樣讀/
陳名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632-1 (PDF)
(警專入學考)警專英文: 滿分這樣讀/
倪明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633-8 (PDF)
(警專入學考)警專國文滿分這樣讀/
李宜藍, 邱鉦倫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14-7 (PDF)
108 課綱技術高中數學 C 學習講義.
第一冊/曾國旭, 陳建方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27-3 (平裝)
108 課綱技術高中數學 C 學習講義.
第三冊/曾國旭, 陳建方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28-0 (平裝)
*108 課綱學測衝刺 60 天搶分題庫.
社會/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.-- 臺
中市 : 詮達文教, 11008 .-- 269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75-7-7 (平裝)
*108 課綱學測衝刺 60 天搶分題庫.
數學/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.-- 臺
中市 : 詮達文教, 11008 .-- 253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75-8-4 (平裝)
110 年中油招考(加油站儲備幹部類)
課文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蔡穎,
鄭祥瑞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597-3 (全套:平裝)
110 年中油招考(車輛修護類)課文版
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林柏超, 陳
震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598-0 (全套:平裝)
110 年中油招考(事務類)課文版套書/
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陳智音, 歐欣亞,
張恆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600-0 (全套:平裝)
110 年中油招考(消防類)課文版套書/
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夏鵬翔, 張大帥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601-7 (全套:平裝)
110 年中油招考(航空加油類/油罐汽
車駕駛員)課文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
似蓉, 林柏超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599-7 (全套:平裝)
110 年中油招考(探採鑽井類)課文版
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陸冠奇, 林
柏超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594-2 (全套:平裝)
110 年中油招考(電氣類/電機類)課文
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陸冠奇,
鄭祥瑞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596-6 (全套:平裝)
110 年中油招考(儀電類)課文版套書/
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陸冠奇, 陳震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595-9 (全套:平裝)
2021(共同科目)台水招考課文版套書
/成宜, 邱樺, 高朋, 尚榜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606-2 (全套:
平裝)
2021(共同科目)台水招考題庫版套書
/羅格思, 章庠, 蔡力, 高朋, 尚榜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619-2 (全套:平裝)
2021(技術士化驗類/操作類-乙(淨水、
管線、水源))台水招考課文版套書/
成宜, 邱樺, 高朋, 尚榜, 曾禹童, 陳名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607-9 (全套:平裝)
2021(技術士操作類-甲(機電))台水招
考課文版套書/成宜, 邱樺, 高朋, 尚榜,
曾禹童, 陳名, 陳新編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520-611-6 (全套:平裝)
2021(技術士操作類-甲(機電))台水招
考題庫版套書/羅格思, 章庠, 蔡力,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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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, 尚榜, 千華物理科名師群, 陸冠奇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620-8 (全套:平裝)
2021(營運士行政類)台水招考課文版
套書/成宜, 邱樺, 高朋, 尚榜, 張恆, 林
志忠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610-9 (全套:平裝)
2021(營運士行政類)台水招考題庫版
套書/羅格思, 章庠, 蔡力, 高朋, 尚榜,
陳金城, 楊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622-2 (全套:平裝)
2021(營運士業務類)台水招考課文版
套書/成宜, 邱樺, 高朋, 尚榜, 張恆, 劉
似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608-6 (全套:平裝)
2021(營運士業務類)台水招考題庫版
套書/羅格思, 章庠, 蔡力, 高朋, 尚榜,
陳金城, 德芬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621-5 (全套:平裝)
2021(營運士業務類抄表人員)台水招
考課文版套書/成宜, 邱樺, 高朋, 尚榜,
張恆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609-3 (全套:平裝)
2022(共同科目)升科大四技題庫版套
書/邱鉦倫, 劉似蓉, 學寧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638-3 (全套:
平裝)
2022(共同科目_商職)升科大四技課
文版套書/李宜藍, 劉似蓉, 高偉欽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624-6 (全套:平裝)
2022(共同科目_商職)升科大四技題
庫版套書/邱鉦倫, 劉似蓉, 學寧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639-0 (全套:平裝)
2022(電機與電子群_電資類)升科大
四技課文版套書/陸冠奇, 李俊毅, 劉
焱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623-9 (全套:平裝)

2022 年初考(五等)一般行政<重點整
理>必備套書/徐英智, 高凱編著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69-773-3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200
2022 年初考(五等)財稅行政<重點整
理>必備套書/張政, 施敏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775-7 (全套:
平裝) NT$1180
2022 年初考(五等)經建行政<重點整
理>必備套書/徐英智, 蔡經緯編著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269-774-0 (全套:平裝)
NT$1080
2022 年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套書/高
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.-- 臺北市 : 高
點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269-772-6 (全套:平裝) NT$2320
80/20 法則 刑法分/爭一次解決<<總
則篇>>/柳震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
新保成, 11008 .-- 8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1-815-0 ( 平 裝 )
NT$750
*AI 機器人程式教學 Micro:bit/蕭志清
著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 : 臺灣國際專業
認證學會, 11008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96-0-9 ( 平 裝 )
NT$250
C++程式設計實習: 趣玩 Arduino/陳
會安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009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847-2 (平裝附光碟片)
English
for
science
and
workplace/[by]Crane publishing .-- 臺北
市 : 文鶴, 11009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147-956-9 (平裝)
ESL language arts(teacher's book).
7/writers Keith Beckett, Maddie Smith .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9 .-20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899-1-4 (活頁裝)
Essential
presentation
skills:
keywords,phrases,and strategies(寂天雲
隨 身 聽 APP 版 )/author Ian Andrew
McKinnon .-- 3rd ed. .-- 臺北市 : 寂天
文化, 11008 .-- 18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59-9 (平裝)
EZ100 高中必修化學(108 課綱、涵括
各版本、綜合總整理)/林成彥編著 .-

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08 .-4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117-0 (平裝) NT$400
EZ100 高中物理講義(範圍必修)(108
課綱、涵括各版本、綜合總整理)/湯
烈漢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
11008 .-- 5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8-118-7 (平裝) NT$480
Fun box book. A/by Beat Eisele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8 .-- 6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34-7 (平
裝)
Giraffeland(student book)/writer/editor
Edward 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
Emily 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665-33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6665-4-0 (第 5 冊:平裝)
Jeff's math: practice & learn 傑夫創思
數學/陳振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育朋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82754-8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82754-9-2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00-7 (第 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01-4 (第 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02-1 (第 5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03-8 (第 6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04-5
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05-2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06-9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07-6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08-3 (第 1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09-0 (第 1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10-6 (第 1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11-3
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12-0 (第 1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13-7 (第 1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14-4 (第 17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15-1 (第 18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16-8 (第 1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17-5 (第 20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18-2
(第 2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19-9 (第 2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20-5 (第 2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21-2 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22-9 (第 2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23-6 (第 2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24-3 (第 2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25-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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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2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26-7 (第 2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27-4 (第 3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28-1 (第 3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29-8 (第 3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30-4 (第 3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31-1 (第 3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32-8
(第 3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33-5 (第 3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34-2 (第 3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35-9 (第 38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36-6 (第 39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37-3 (第 4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38-0 (第 4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39-7
(第 4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40-3 (第 4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41-0 (第 4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42-7 (第 45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43-4 (第 4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44-1 (第 4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45-8 (第 4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46-5
(第 4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47-2 (第 5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48-9 (第 5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49-6 (第 5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50-2 (第 5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51-9 (第 5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52-6 (第 5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53-3
(第 5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54-0 (第 5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55-7 (第 5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56-4 (第 59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57-1 (第 60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58-8 (第 6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59-5 (第 6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60-1
(第 6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61-8 (第 6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62-5 (第 6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39-63-2 (第 66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7039-64-9 (第 6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7039-65-6 (第 6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66-3 (第 6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-67-0
(第 7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3968-7 (第 7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7039-69-4 (全套:平裝)
Kinematics and dynamics of machines/by
George H. Martin .-- 臺北市 : 麥格羅

希爾, 11009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1-474-2 (平裝)
KO 會考: 數學講義(南版). 國一上學
期/張詠翔, 張宸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奇鼎, 11008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29-09-1 ( 平 裝 )
NT$280

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4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51-9 (平
裝)
乙級數位電子術科實作寶典/捷峰工
作室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, 11009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325-9 (平裝)

KO 會考: 數學講義(康版). 國一上學
期/張詠翔, 張宸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奇鼎, 11008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29-08-4 ( 平 裝 )
NT$280

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
析/鄧富源, 張弘智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20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64-9 (平裝)
NT$370

Live Science: experiment log. 3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臺北市 : 希
伯崙公司, 11008 .-- 2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1-602-8 (平裝)

上榜模板: 公務員法/霸告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9 .-- 48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221 (平裝) NT$600

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: Microsoft
Excel Expert (Excel and Excel
2019)Exam MO-201/王仲麒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0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44-9 (PDF)

中小學教學改革: 議題與方法/林進
材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89-6 (PDF)

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: Microsoft
Word Associate Exam MO-100/王仲麒,
王莉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945-6 (PDF)
New
step
for
GEPT(student's
book)/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08 .-- 16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984 (第 2 冊:平裝)
PhotoCap 6 影像小達人/小石頭編輯
群, 夏天工作室編著 .-- 臺北市 : 小石
頭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307-9-5 (PDF)
*Python 程式設計學習教學/陳月香
著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 : 臺灣國際專業
認證學會, 11008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96-1-6 ( 平 裝 )
NT$250
Rainbow explorers(teacher's guide).
3/writers Cindy Liber, Sinéad Jackson,
Kimberly Gordo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009 .-- 37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99-2-1 (活頁裝)
Windows 10 電腦入門/巨岩出版編輯
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巨岩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806-58-2 (PDF)
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
攻略/閻寶蓉(Amy Yen)編著 .-- 5 版 .-

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/周德禎,
賀瑞麟, 葉晉嘉, 施百俊, 蔡玲瓏, 林
思玲, 陳潔瑩, 劉立敏, 李欣蓉, 張重
金, 朱旭中, 陳運星合著; 周德禎主
編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71-8
(PDF)
公文實用心法/卓村編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368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420 (平裝) NT$470
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/孔德仁編 .-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81-9 (PDF)
公司、證交爭點地圖/希言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9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281-6 (平裝) NT$450
內外科護理學/陳雅玲編著 .-- 10 版 .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69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61-0 (平
裝) NT$680

公 共政策申 論題完全 制霸 / 高凱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8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52-8 (平裝) NT$480
公共政策獨門暗器/程明編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 41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939-0 (平裝) NT$520
*公共管理破 POINT. 111 版/陳翎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933-8 (平裝) NT$520
中式點心: 米食、麵食、甜點含習作
本/黃安娜, 李夢萍, 林宏周, 戴佩珍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8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316-7 (平裝)
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/
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
北市 : 文字復興, 11009 .-- 42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1-2-1 (平裝)
NT$490
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/
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163-3 (PDF)
分我吃一口: 教學手冊(13-18 個月)/
廖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
11010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3-4-3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-經濟學滿分王總複習講
義. 2022 最新版/傅斯理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33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786 (上冊:平裝) NT$300
升科大四技: 多媒材創作實務. 2022
最新版/沈昭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22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76-2 (平裝)
NT$420

公共政策/高凱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38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80-1 (平裝)
NT$520

升科大四技: 會計學滿分王總複習講
義. 2022 最新版/陳文欽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779 (上冊:平裝) NT$300

*公共政策. 111 版/程明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65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30-7 (平
裝) NT$650

升科大四技: 機械力學攏 A 通/林益
瑋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8 .-- 4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64-361-5 (平裝)

105

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專一考前急救包.
2022 最新版/陳慧薐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4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74-8 (平
裝) NT$420
牙科美學: 技術與材料的臨床方法
/Kenneth W. Aschheim 原著; 丁培殷,
利采穎, 林君諺, 林芳維, 陳奎元, 葉
筱雯, 詹雅嵐, 趙妍晴, 蔡葆萱譯 .-- 第
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臺 灣 愛 思 唯 爾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14-2-9 (PDF)
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: 地科/何
嫚瑜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696-0 (第 6 冊:
平裝) NT$240 .-- ISBN 978-986-530697-7 (全套:平裝)
升高中點線面超會考復習講義: 地科
/林磊, 黃晶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6946 (第 6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30-695-3 (全套:平裝)
引航選修化學. V,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
技/洪煌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康
寧泰順書坊, 11009 .-- 2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866-24-2 (平裝)

11009 .-- 3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3831-7-2 (平裝) NT$699

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46-6 (PDF)

日檢單字+文法一本搞定 N2-N1 套書
組/雅典日研所企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雅典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95008-2-6 (全套:平裝附光碟
片) NT$495

民法債編各論/徐律師編著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5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64-1 (平
裝) NT$580

古文 30 輕鬆讀 飆分複習測驗卷(108
課綱)/廖筱雯編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新
北 市 : 鴻 漸文 化 , 11009 .-- 48 面 ;
42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69-68 (平裝) NT$120
民法(概要)/許恒輔編著 .-- 20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84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59-7 (平裝)
NT$650
民法物權/徐律師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73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65-8 (平裝)
NT$620
*司法特考: 犯罪學綜覽(含再犯預測).
111 版/何漢, 黃如璿編著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6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32-1 (平裝)
NT$6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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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7-55-6 (EPUB)

幼兒教育(含幼兒教育理念與實務、
課 程 教 學 與評 量 )/ 張茂英, 張瑛編
著 .-- 8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8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37-6 (平裝) NT$620

文意選填&篇章結構 桿桿進洞(詳
解)= Cloze master-hole-in one/王祈堯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
文教, 11009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5-61-6 (平裝) NT$150

*幼兒教保課程教學與評量(含幼兒
活動設計). 111 版/王立杰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7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49-9 (平
裝) NT$650

文意選填&篇章結構 桿桿進洞(題本
+簡答)= Cloze master-hole-in one/王祈
堯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
語文教, 11009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5-60-9 (平裝)

*民事訴訟法/林翔編著 .-- 第五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6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444 (平裝) NT$570

化學(普及版)/邱慧珊, 陳明雄, 管芳
苡, 蔡培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1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53-4 (平裝)
化學完全攻略/張晉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58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85-6 (平
裝)
升學導航: 甄選百科. 111/黃偉哲總編
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技教育,

*民事訴訟法(司法特考)/林翔編著 .-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8 .-- 5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43-7 (平裝) NT$570
民事訴訟法爭點地圖/李甦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8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278-6 (平裝) NT$450
民法概要/詹森林, 馮震宇, 林誠二, 陳
榮傳, 林秀雄著 .-- 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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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總則/池錚編著 .-- 3 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272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66-6 (平
裝) NT$380
民法總則圖說關聯記憶/于捷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知 識 達 數 位 科 技 ,
11010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91-1-4 (平裝) NT$450
必背單字及動詞活用熱銷套書: 精修
版
新 制 日 檢 ! 絕 對 合 格
N1,N2,N3,N4,N5 必背單字大全+新制
對應 絕對合格!N1,N2,N3,N4,N5 動詞
活用大全/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, 田中
陽子, 小池直子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山田社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246-639-1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
NT$1200
生活禪: 鍾國華攝影作品/鍾國華作 .- 第 一 版 .-- 桃 園 市 : 網 迅 雲 端 ,
11009 .-- 40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740-63-3 (精裝) NT$680
司特之書 國文-作文/卓村編著 .-- 第
八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8 .-- 6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57-4 (平裝) NT$580
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/洪
寶玩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9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64-362-2 (平裝)
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過關秘訣:
Windows 10+Word 2016. 2021 最新版/
華成工作室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
全華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852-6 (PDF)
台電、中油、台水招考中油僱員事
務類歷屆試題四合一精解全集/鼎文
名師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9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00-7 (平裝)
台電僱員 2022 試題大補帖(配電線路
維護類)共同+專業(104-110 年試題)/
林聰, 李華, 紫彤, 楊華, Jacob Wu, 葛
瑞, 栗絲, 蘇菲, 程東, 周哲揚, 徐明, 陳
澤, 余宏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碩教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4-65-4 (PDF)
台電僱員 2022 試題大補帖(電機運轉
維護類(電機修護類))共同+專業(104110 年試題)/林聰, 李華, 紫彤, 楊華,
Jacob Wu, 葛瑞, 栗絲, 蘇菲, 陳澤, 孫
廷, 余宏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4-66-1 (PDF)
台電僱員 2022 試題大補帖(儀電運轉
維護類)共同+專業(104-110 年試題)/
林聰, 李華, 紫彤, 楊華, Jacob Wu, 葛
瑞, 栗絲, 蘇菲, 鄧茗, 余宏, 陳澤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67-8 (PDF)
台電僱員 2022 試題大補帖(機械運轉
維護類(機械修護類))共同+專業(104110 年試題)/林聰, 李華, 紫彤, 楊華,
Jacob Wu, 葛瑞, 栗絲, 蘇菲, 程東, 周
哲揚, 徐明, 祝裕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4-76-0 (PDF)
台電僱員 2022 試題大補帖(變電設備
維護類(輸電線路維護/工程類、變
電工程類))共同+專業(104-110 年試
題)/林聰, 李華, 紫彤, 楊華, Jacob Wu,
葛瑞, 栗絲, 蘇菲, 曾誠, 蔡宏恩, 陳澤,
孫廷, 余宏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4-68-5 (PDF)
犯罪學(含再犯預測)/王碩元, 司馬青
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出版, 11008 .-- 6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927-7 (平裝) NT$660
犯罪學(含再犯預測): 警察特考用/王
碩元, 司馬青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64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28-4 (平
裝) NT$660
共下來迎古董/楊雅芳主編 .-- 初版 .- 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- 3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09-8 (精
裝附光碟片)
全民英檢 GEPT 初級必考單字/孫敏
華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4-40-9
(PDF)
全民英檢口說能力測驗. 初級&中級
= GEPT speaking practice/標竿英文教
學講師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
標竿出版社, 11009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098-0-5 ( 平 裝 )
NT$150
刑法(概要)/陳介中編 .-- 六版 .-- 臺北
市 : 新保成, 11008 .-- 8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81-814-3 ( 平 裝 )
NT$680
自來水招考土木施工及水管埋設施
工/施志安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鼎
文, 11008 .-- 2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01-4 (平裝)
自來水評價人員題庫制霸(共同科目
三合一)/廖震, 李杰, 胡劭安編著 .-六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97-0 (PDF)
刑事訴訟法研析/黃博彥編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7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689 (下冊:平裝) NT$680
刑法實務學說對話解題書/謝律師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8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53-5 (平裝) NT$650
刑法總則/陳奕廷(易律師)編著 .-- 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5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696 (平裝) NT$650
地政士: 土地登記(概要)/薛文編著 .-第八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9 .-- 4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53-6 (平裝) NT$580
行為改變技術/張世彗著 .-- 八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57-2 (PDF)
行政法(概要)申論題完全制霸/谷律
師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9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78-8 (平裝) NT$500
行政法(概要)測驗題完全制霸/谷律
師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9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71-9 (平裝) NT$550
*行政法總論(含概要). 111 版/程怡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 10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4-929-1 (平裝) NT$700
行政學(概要)申論題完全制霸/高凱
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9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79-5 (平裝) NT$5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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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行政學葵花寶典 /程明編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938-3 (平裝) NT$650
老師開講: 民法(總則)/袁翟編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9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7-89-4 ( 平 裝 )
NT$400
老師開講: 立法程序與技術/名揚編
著 .-- 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保 成 ,
11009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816-7 (平裝) NT$480
老師開講: 刑法/陳介中編 .-- 六版 .-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8 .-- 8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12-9 (平裝)
NT$680
老師開講: 刑法總則/陳介中編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8 .-- 41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136 (平裝) NT$380
老師開講: 行政法/子雲編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版, 11008 .-- 10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7-79-5 (平裝) NT$680
各國人事制度: 兼論公共人力資源管
理相關議題/常亮編著 .-- 3 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88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58-1 (平
裝) NT$680
成語不 NG: 輕鬆搞懂 18 主題成語/吳
采蓓, 吳慧貞, 林佩誼, 林梧衛, 黃沛
勤, 劉珮貞, 簡秀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2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95-4 (平
裝)
考點式民事訴訟法一本通/陳明珠(侯
律師)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786-3 (平裝) NT$500
肚子餓的小黑狗: 教學手冊(7-12 個
月)/廖婉真文; 陳文綺圖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
11010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3-3-6 (平裝)
汽車柴油引擎原理/許振武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8 .-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12-9 (平裝)

汽車職業駕照機械常識考題攻略/金
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金時代文化, 11009 .-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49-1 (平裝)
汽油噴射/李文祥, 呂理樵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25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656 (平裝)
走哪裡?: 教學手冊(19-24 個月)/廖婉
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009 .-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32-9 (平裝)
攻略分科六法 大法官解釋/保成法學
苑編 .-- 二六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
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9 .-- 80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90-0 (平
裝) NT$320
攻略分科六法 公法/保成法學苑編 .-二六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
成數位出版, 11009 .-- 120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85-6 (平裝)
NT$320
攻略分科六法 民事法/保成法學苑
編 .-- 二六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9 .-- 1100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87-0 (平裝)
NT$320
攻略分科六法 刑事法/保成法學苑
編 .-- 26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
保成數位出版, 11009 .-- 5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86-3 (平裝)
NT$500
攻略分科六法 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權
法/保成法學苑編 .-- 二六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,
11009 .-- 76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7-88-7 (平裝) NT$320
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 GO(A 版).
第二冊/李偉綾, 楊智民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259-6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 GO(A 版).
第四冊/楊智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68-8 (平裝)
技 術 型 高 中 英 文 職 場 多 益 TOEIC
UP!(A 版). 第二冊/吳秀蘭, 謝采芸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10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265-7 (平裝)
技 術 型 高 中 英 文 職 場 多 益 TOEIC
UP!(A 版). 第四冊/吳秀蘭, 謝采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264-0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隨身讀. 第 4 冊/顏瑞
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10 .-- 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317-3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隨堂習作. 2/東大國
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15-9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隨堂習作. 4/東大國
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5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14-2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4/古欣予,
李欣翰, 陳雪君, 蔡孟芳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321-0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B 習作. 第二冊/方
志元, 李志文, 葉衍作, 臧俊維編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10 .-- 5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273-2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B 習作. 第四冊/方
志元, 李志文, 葉衍作, 臧俊維編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10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274-9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B 教學講義. 第二冊
/胡湘蘭, 陳姿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11-1 (平
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B 教學講義. 第四冊
/胡湘蘭, 陳姿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4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10-4 (平
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B 學習講義. 第二冊
/林政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309-8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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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中數學 B 學習講義. 第四冊
/林政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297-8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C 習作. 第二冊/林
和田, 許世育, 張泉欽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76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718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C 習作. 第四冊/林
和田, 許世育, 張泉欽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7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725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C 教學講義. 第二冊
/曾湧傑, 焦金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6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08-1 (平
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C 教學講義. 第四冊
/曾湧傑, 焦金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6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07-4 (平
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C 學習講義. 第二冊
/奕帆, 翁婉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01-2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數學 C 學習講義. 第四冊
/奕帆, 翁婉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00-5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(A 版). 第
四冊/方麗閔, 吳秀蘭, 康恩寧, 黃怡君,
楊慧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258-9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B 版英文單字
片語手冊. 4= English reading/劉宜君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09 .-- 8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62-1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用書 107 課綱農業資源應用實習/謝清祥, 郭義汶,
廖明芳, 林怡君, 賴宏亮, 傅炳山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,
11010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771-5 (下冊: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非選
手冊. 4= Sentence patterns & writing/陳

晉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9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59-1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
(A). 4/李語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9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61-4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
習作(甲). 4/陳俐茹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2-150-8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及第寶典.
5/Hali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
11008 .-- 1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55-3-3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機
器腳踏車檢修實習/連文乾, 李昌政,
邱裕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, 11008 .-- 30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315-0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應
用力學(乙版)/陳信正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17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29-7 (平
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印刷與
設計實務/王炳南, 林柏翰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232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618 (平裝) NT$490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影音剪
輯實習/許子凡, 王聖文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26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687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影音製
作實習/王嘉偉, 許翰殷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300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571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電腦輔
助 製 造 實 習 = Computer-aided
machining practice/劉宗旻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2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26-6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造形原
理= Form principles/陳瀅如, 陳衍希,
詹弼勝, 劉秋琴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育才國際文化, 11009 .-- 336 面;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2-2-0 (平
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素
養維他命/產品處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翔宇, 11008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88-86-0 ( 平 裝 )
NT$72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習
作簿(乙版). 二/泰宇編輯部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9 .-- 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88-4 (平
裝) NT$88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素
養維他命/產品處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翔宇, 11008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88-87-7 ( 平 裝 )
NT$143
技術型國文語文能力習作. V/李美麗,
周筱葳, 許秀美, 陳怡秀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255-8 (平裝)
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(民法.民訴)/高
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.-- 17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7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54-2 (平裝)
NT$600
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(刑法、刑事訴
訟法)/高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.-- 17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57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511 (平裝) NT$600
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(商事法)/高點
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.-- 17 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4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50-4 (平裝)
NT$520
法研所歷屆試題解析(憲法.行政法)/
高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.-- 17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6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49-8 (平裝)
NT$600

物理治療師精選題庫: 解剖生理學/
許志偉作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
企業, 11008 .-- 1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2-794-4 (平裝) NT$175
初等五等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
合一/李杰, 廖震, 王文充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87-1 (PDF)
初等五等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
合一(一般行政類)/胡劭安, 太閣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88-8
(PDF)
泡湯真舒服: 教學手冊(13-18 個月)/
廖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
11009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3-1-2 (平裝)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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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253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775-9-1 (下冊:平裝)
社會工作管理/林茂生編著 .-- 9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51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55-9 (平
裝) NT$550
社會學/張海平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54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84-9 (平裝)
NT$600
社會學白話讀本/韋樂編著 .-- 六版 .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6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961-1 (平裝) NT$670
金撰 101-110 年歷屆試題. 社會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18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05 (平裝)
金撰 101-110 年歷屆試題. 社會(教師
用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10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1-79-9 (平裝)

兒科護理學/丁玥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59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76-4 (平裝)
NT$680

迎戰 108 新課綱: 高中英文基礎字彙
Levels 1&2/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常春藤有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62-4-3 (PDF)

社區工作導論: 批判性思考/林勝義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48-0
(PDF)

法學緒論/徐英智編著 .-- 10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68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67-2 (平裝)
NT$5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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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學緒論飆分秘技/程譯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8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7-84-9 ( 平 裝 )
NT$580
知識圖解: 政治學測驗+申論題型實
戰出擊. 111 版/郭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- 74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36-9 (平裝)
NT$650
英文,我們用片語加分: 最新課綱各
版本適用/郭茵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
文教科技, 11008 .-- 32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8-116-3 ( 平 裝 )
NT$310
流行病學主題式申論題庫全解. 111
版/王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8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934-5 (平裝) NT$600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工程數學(1)
電研所)(108-110 年試題)/周易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77-7
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工程數學(2)
機械所)(108-110 年試題)/周易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78-4
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工程數學(3)
土木所、環工所)(108-110 年試題)/周
易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79-1 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化工熱力學
與反應工程學)(106-110 年試題)/林隆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69-2 (PDF)
研 究 所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( 自 動 控
制)(108-110 年試題)/詹森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81-4 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計算機組織
與結構)(108-110 年試題)/張凡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73-9
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計算機概
論)(108-110 年試題)/張逸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74-6 (PDF)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57-9 (PDF)
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統計學(1)企
研所、工管所)(108-110 年試題)/張翔,
張璇, 林碩, 李昱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4-61-6 (PDF)

研究所: 會計學(含中級會計學). 111
版/文呈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8 .-- 9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963-5 (平裝) NT$700
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統計學(2)財
金所)(108-110 年試題)/張翔, 張璇, 林
碩, 李昱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4-63-0 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統計學(3)經
濟所)(108-110 年試題)/張翔, 林碩, 李
昱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62-3 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通訊所(含
工程數學、通訊系統))(108-110 年試
題)/周易, 時越, 程逸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83-8 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(1)企
研所)(108-110 年試題)/牧翰, 楊莉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54-8 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(2)財
金所)(108-110 年試題)/牧翰, 楊莉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64-7 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(3)經
濟所)(108-110 年試題)/王達昌, 牧翰,
楊莉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52-4 (PDF)
研 究 所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( 線 性 代
數)(108-110 年試題)/周易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82-1 (PDF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輸送現象與
單元操作)(106-110 年試題)/林隆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84-5 (PDF)
研 究 所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( 離 散 數
學)(108-110 年試題)/林緯, 林立宇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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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化工熱力學與反
應工程學). 2022(106-110 年試題)/林
隆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4-50-0 (平裝) NT$600
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計算機組織與結
構). 2022(108-110 年試題)/張凡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9 .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4-71-5 (平裝) NT$400
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( 計 算 機 概 論 ).
2022(108-110 年試題)/張逸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9 .-- 2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722 (平裝) NT$300
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統計學. 1, 企研
所、工管所). 2022(108-110 年試題)/
張翔, 張璇, 林碩, 李昱編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8 .-- 53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58-6 (平
裝) NT$550
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統計學. 2, 財金
所). 2022(108-110 年試題)/張翔, 張璇,
林碩, 李昱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8 .-- 328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04-59-3 ( 平 裝 )
NT$400
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統計學. 3, 經濟
所). 2022(108-110 年試題)/張翔, 林碩,
李昱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, 11008 .-- 21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4-60-9 (平裝) NT$300
*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. 1, 企研
所). 2022(108-110 年試題)/牧翰, 楊莉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5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4-55-5 (平裝) NT$660
*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. 2, 財金
所). 2022(108-110 年試題)/牧翰, 楊莉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48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4-56-2 (平裝) NT$500
*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. 3, 經濟
所). 2022(108-110 年試題)/王達昌, 牧

翰, 楊莉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8 .-- 520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4-53-1 ( 平 裝 )
NT$550
研究所試題大補帖(輸送現象與單元
操作). 2022(106-110 年試題)/林隆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8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4-51-7 (平裝) NT$600
看見歷史 Moment 電影 x 議題/張雅
婷, 林靜芸編著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85-5 (平
裝)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812 (平裝)
高中國文課堂裡的閱讀及思辨/黃琇
苓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0 .-- 11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35-5 (第 4 冊:平裝)
高 中 無敵 講 義 . 數 學. 4B/何俊 明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86-7 (平裝)
高中無敵講義.數學. 4B(教師用)/何
俊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0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85-0 (平裝)

財產法爭點解讀/妮思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5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87-0 (平
裝) NT$600
財產保險業務人員速成總整理. 2021
年 9 月版/林忠義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
典文化, 11009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5-776-5 ( 平 裝 )
NT$480
高普考: 土地登記(概要)/薛文編著 .-第八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9 .-- 49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52-9 (平裝) NT$580
高 登老師的 記帳士題 庫書 / 高登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9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7-63-1 (平裝)

軍事考試智力測驗/王敬銘編著 .-- 二
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58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994 (平裝)

高中選修化學習作. V, 有機化學與應
用科技/林怡慶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9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144-7 (平裝)

英英-單字. A= Words for students of
English: English-English vocabulary. A/
賴素如策劃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標竿出版社, 11009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098-1-2 ( 平 裝 )
NT$200

高中選修物理透析教學講義. I, 力學
一/張力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, 11008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845-8 (平裝)

破解實務: 征霸憲法核心概念: 基本
權利/嶺律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08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69-763-4 ( 平 裝 )
NT$380

原住民族多元智能: 原住民族知識體
系/洪清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49-7 (PDF)

展演實務、音像藝術展演實務專二
題庫解析完全攻略/邱成順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63-6 (PDF)

消防法規(設備師士專用)/盧守謙, 陳
承聖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81-0 (PDF)

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:
幾何、代數思維與統計/林素微, 許
慧玉, 陳嘉皇, 張淑怡, 鄭英豪, 謝闓
如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50-3 (PDF)

信託業業務人員: 最新重點+試題解
析 速成總整理/劉憶娥編著 .-- 18 版 .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8 .-- 6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74-1 (平
裝) NT$450
建築國家考試. 105-109: 建築環境控
制題型整理/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
著 .-- 臺北市 : 九樺, 11009 .-- 25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75-9-2 (平
裝) NT$550
建築國家考試. 90-109: 敷地計畫與都
市設計題型整理/九華土木建築補習
班編著 .-- 臺北市 : 九樺, 11009 .-- 2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75-85 (平裝) NT$550

烏克麗麗 x 木箱鼓合奏課程/黃秀媚
編著 .-- 初版三刷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11008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8-85-3 (平裝) NT$75
財政學(概要)/施敏編著 .-- 15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84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77-1 (平裝)
NT$680

保險學(概要)/李慧虹編著 .-- 28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67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47-4 (平
裝) NT$650

神拿分!核心選文 15 篇+國寫滿點神
攻略/遲嘯川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文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1-913-8 (PDF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數學. 4A/蘇信
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2-182-9 (平裝)

神拿分!核心選文 15 篇+國寫滿點神
攻略/遲嘯川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文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1-914-5 (EPUB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數學. 4A(教師
用)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40

*特殊教育/徐強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768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41-3 (平
裝) NT$6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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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:
量與實測/林原宏, 袁媛, 游自達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43-5 (PDF)
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:
數與計算/李源順, 陳建誠, 劉曼麗, 謝
佳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15-2 (PDF)
這一天的世界史: 節日 x 議題 x 實作
/陳若文作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1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57-2 (平裝)
國文-作文/卓村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608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54-3 (平
裝) NT$580

國文-作文(警察特考)/卓村編著 .-- 第
八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8 .-- 6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55-0 (平裝) NT$580
國文-作文(鐵路特考)/卓村編著 .-- 第
四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8 .-- 6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56-7 (平裝) NT$580
國中考前總複習. 自然. A/劉家齊, 徐
緯, 東言彥, 廖豆豆, 陳威銘作 .-- 臺北
市 : 寰宇知識科技, 11008 .-- 2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3-8-3 (平
裝)
國中考前總複習. 自然. B/劉家齊, 徐
緯, 東言彥, 廖豆豆, 陳威銘作 .-- 臺北
市 : 寰宇知識科技, 11008 .-- 24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3-7-6 (平
裝)

- 4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66-9 (平裝)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64-2 (平
裝) NT$620
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進階練習本. 4/ .- 初版二刷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 4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67-6 (平裝)

教育行政學(教師檢定、甄試)/蕭世
蒼, 徐昌男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65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46-8 (平裝)
NT$630
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進階練習本. 6/
劉怡伶編著 .-- 再版四刷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10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68-3 (平裝)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進階練習本. 8/
黃玉貞, 黃元怡編著 .-- 再版三刷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1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69-0 (平裝)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讀寫練習本. 2/
許能羨編著 .-- 三版三刷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10 .-- 3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76-8 (平裝)

國文統測 II 試力/陳修齊, 黃沛縈, 張
硯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63-8 (平裝)
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讀寫練習本. 4/
許能羨編著 .-- 四版三刷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10 .-- 3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77-5 (平裝)

國中會考英語單字 2000/張瑪麗, 湯
姆 斯 合 著 .-- 新 北 市 : 哈 福 企 業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48-1-7 (PDF)
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讀寫練習本. 6/
方淑鳳, 曾筱涵編著 .-- 初版四刷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36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78-2 (平裝)

基本小六法/保成法學苑編 .-- 五十七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8 .-- 2968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7-78-8 ( 平 裝 )
NT$600
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讀寫練習本. 8/
賴玉倩編著 .-- 再版三刷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10 .-- 3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79-9 (平裝)
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on Phonics. 4/英
語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四刷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32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53-9 (平裝)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on Phonics. 6/劉
怡伶編著 .-- 初版四刷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10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54-6 (平裝)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on Phonics. 8/劉
怡伶編著 .-- 再版三刷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10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55-3 (平裝)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on Phonics. 2/戴
永霖編著 .-- 初版四刷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10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70-6 (平裝)
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進階練習本. 2/ .- 再版二刷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

國 民 小 學 課 本 Hooray. 第 四 冊 =
Hooray student book. 4/英語領域編輯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0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65-2 (平裝)
基本電學: 電工原理(含基本電學大
意)/陳達編授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
龍海國際, 11009 .-- 7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043-0-5 ( 平 裝 )
NT$550
國考鋼結構精解 /程中鼎編著 .-- 4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5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467 (平裝) NT$620
教育行政/蕭世蒼, 徐昌男編著 .-- 第
五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8 .-- 6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45-1 (平裝) NT$630
教育行政學/劉邵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46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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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技高考職業衛生技師歷屆試題精
析/洪銀忠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008 .-- 52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773-4 (平裝) NT$700
教育概論: 教育理念與實務初探/吳
明隆, 陳明珠, 方朝郁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170-1 (PDF)
這些片語真的會考: NEW TOEIC 必
考必背片語/張小怡著 .-- 新北市 : 布
可屋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4-36-2 (PDF)
強制執行法考點破解/湯惟揚(武律師)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8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70-2 (平裝) NT$480
這是一本警察刑法選擇題/周易, 謝
安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
文化, 11008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77-9 (平裝) NT$350
袖珍本必背單字及文法 N1 熱銷套書:
袖珍本精修版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!日
檢必背單字 N1+袖珍本精修版新制
對應 絕對合格!日檢必背文法 N1/吉
松由美, 西村惠子, 田中陽子, 山田社
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山田社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246-637-7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
NT$540
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/何春乾(黃昇)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8 .-- 84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83-2 (平裝)
NT$750
彩虹童年. 3: 感謝有你們(教師手冊).
中班(上)= Teacher's guide/張雅婷, 楊
婧作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9 .-- 20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9-07 (平裝)
國軍精銳點將錄/舒孝煌編著 .-- 二版
四刷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8 .-- 5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84-6 (平
裝) NT$63

統計學(概要)解題完全制霸/程大器
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8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48-1 (平裝) NT$600

麻辣 96-110 歷屆試題. 數學/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386 (平裝) NT$140

康軒英語會考克漏字應用題彙編/楊
小橙, 黃佩芬, 符達言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32-4 (平
裝) NT$160

教甄: 教育行政學/劉邵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 54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965-9 (平裝) NT$620

康軒英語會考題組應用題彙編/桑愷
婕, 俞振舟, 黃佩芬, 朱淑芬, 劉昱成,
謝漢偉, 阮翠蘭, 李宜霈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331 (平裝) NT$230
康軒英語聽力測驗應用題彙編/評量
中心英語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1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317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00
康軒國文會考文意單題應用題彙編/
評量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10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5-935-5 (平裝) NT$230
康軒國文會考題組應用題彙編/評量
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1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348 (平裝) NT$220
透視學測. 英文/陳敬安, 廖柏州, 王昱
閔, 雷雅帆, 陳俊諺, 宋承豪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0-693-9 (平裝)
麻辣 96-110 歷屆試題. 自然/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24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393 (平裝) NT$200
麻辣 96-110 歷屆試題. 社會/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2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409 (平裝) NT$170
麻辣 96-110 歷屆試題. 英語/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2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379 (平裝) NT$170
麻辣 96-110 歷屆試題. 國文/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2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362 (平裝) NT$180

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. 自然/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447 (平裝) NT$110
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. 社會/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1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454 (平裝) NT$110
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. 英語/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8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423 (平裝) NT$110
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. 國文/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416 (平裝) NT$110
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. 數學/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430 (平裝) NT$80
教學式講義: 國中英語(教師用). 4/林
佳芳主編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佳
音, 11009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8-898-8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: 國中英語. 4/林佳芳主
編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佳音,
11009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8-897-1 (平裝)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
4/曾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71-3 (平裝)

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74-4 (平裝)
教學式聽力特快車. 4/田超英, 林佳
芳主編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佳音,
11009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8-893-3 (平裝)
教學式聽力特快車. 4(教師用)/田超
英, 林佳芳主編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
市 : 佳音, 11009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8-894-0 (平裝)
基礎統計學: 使用 Excel 與 SPSS/陳正
昌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59-6 (PDF)
這題會考!法學大意/Juster, 又新, 嘟
嘟羊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
11009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23-8 (平裝) NT$400
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: 图形切
割与組合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7 .-- 4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932 (平裝)
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: 立体装
嵌/谢荣利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京尼教育科技, 11007 .-- 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92-5 (平裝)
*稅法精要 3 point/蘇仁偉編著 .-- 第
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8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48-2 (平裝) NT$480
就是這本行政法體系+解題書/黃燁
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
化, 11009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80-9 (平裝) NT$450
就是這本行政學體系+解題書/許多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
化, 11008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76-2 (平裝) NT$450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. 4/曾芯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72-0 (平裝)

就是這本強制執行法體系+解題書/
黃韡誠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
數位文化, 11009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64-282-3 ( 平 裝 )
NT$450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
4/柯晏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73-7 (平裝)

超高分!全民英檢中高級模擬測驗題
庫(初試複試)/何依.菲利普著 .-- 新北
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4-46-1 (PDF)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. 4/柯晏淩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
飲料實務總複習/徐婉秦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群英出版, 11008 .-- 3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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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1-47 (平裝) NT$400

民圖書, 11010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267-1 (平裝)

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4/
林佳芳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佳音,
11009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8-900-8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酷搜詞語形音義/沈佳怡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10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266-4 (平裝)

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. 4/林佳芳主
編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佳音,
11009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8-899-5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數學 A 習作. 第四冊/鄭
惟厚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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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270-1 (平裝)

稅務法規/施敏編著 .-- 20 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85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58-0 (平裝)
NT$680
稅務法規(概要)/施敏編著 .-- 19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84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57-3 (平
裝) NT$680
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. 二/
吳敏綺, 胡琬瑞, 陳雅雯, 趙悅伶, 鄭
佳樺, 顏嘉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18-0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. 四/
江謨伊, 吳姿蓉, 沈思潔, 楊可欣, 劉
希珍, 鄭佳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19-7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外閱讀文選. 二/
柯恩琪, 陳菀萱, 鄭慧敏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1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503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外閱讀文選. 四/
柯恩琪, 莊溎芬, 陳雋弘, 蔡鄢如, 鄭
慧敏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10 .-- 1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263-3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隨身讀. 第二冊/顏
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9 .-- 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251-0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隨身讀. 第四冊/顏
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10 .-- 4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316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四/翁于
雯, 張嘉惠, 陳怡伶, 蔡安欣, 謝孟芳
編著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(學生用). 二/
黃健綸, 陳俞初, 詹欣穎等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 2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262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(學生用). 四/
王焜泰, 陳珈吟, 陳菀萱, 黃健綸, 詹
欣穎, 鮑可軒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22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60-2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數學 A 教學講義. 第四冊
/陳彥宏, 蘇慧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3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69-5 (平
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. V, 有機化學
與應用科技/黃業建, 廖靜宜, 王瓊蘭,
蘇捷魁, 吳秋月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8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38-6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數學 B 習作. 第四冊/鄭
惟厚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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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277-0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課堂
講義. 歷史. 2/江丕得編著 .-- 再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108 面; 27X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80-5 (平裝)
NT$135

普通型高中數學 B 學習講義. 第四冊
/林國華, 高天德, 董維新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276-3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.
第三冊/莊郁麟, 趙祐志, 蘇信宇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9 .-2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60-8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數學教學講義. 第二冊/
陳彥宏, 蘇慧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3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98-5 (平
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學習講義.
二/三民國文編輯小組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1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313-5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數學學習講義. 第二冊/
林國華, 高天德, 董維新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 2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299-2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學習講義.
三/翁于雯, 陳怡伶, 蔡安欣, 絳云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10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312-8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歷史年表. 第二冊/三民
歷史編輯小組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2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256-5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 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
自學寶典. 4/黃慧姬, 陳美華, 林麗慧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10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60-7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. 國文. 二/林安
英, 林聰宏, 彰文, 顏造芳, 孔令竹, 許
恩亞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10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320-3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數學. 第二冊/
洪榮良, 蔡森任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40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75-6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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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習作. 4/徐瑋婕, 陳薰磬, 盧
冠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0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58-4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單字片語手冊. 4= English
reader/陳純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
翰林, 11010 .-- 112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49-2 (平裝)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533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閱讀測驗 All Star. 4/呂紹暉,
劉哲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0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64-5 (平裝)

期 貨商業務 員高分速 成 /王必勝審
訂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8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7-52-5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媒體
數讀 2.0/王聖淵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8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7-55-4 (平裝) NT$150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 PISA 閱讀
題本. 二/謝德隆, 陳正宜, 林尚志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8 .-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56-1 (平裝) NT$175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閱讀趣. 二
/蔡宗憲, 林顯穗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泰宇, 11008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7-57-8 (平裝) NT$63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學習歷程
活動手冊. 二/趙祐志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008 .-- 4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-58-5 (平裝)
NT$63
稅務相關法規概要/陳妙香, 李娟菁
編 著 .-- 19 版 .-- 新 北 市 : 松 根 ,
11009 .-- 6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57-4-0 (平裝)
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透析教
學講義: 大氣、海洋及天文/江玉燕,
鄭可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, 11008 .-- 1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855-7 (平裝)
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實習活
動手冊: 大氣、海洋及天文/王乾盈,
王作台, 呂凌霄, 陳台琦, 曾仁佑, 董
家鈞, 錢樺, 黃文正, 李文禮, 翁雪琴,
紀鑾鶯, 吳昌任, 林詩怡, 游大立, 吳
秉勳, 呂靜葉, 江玉燕, 陳明宏, 卓凱
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8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3-856-4 (平裝)
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課本: 大
氣、海洋及天文/王乾盈, 王作台, 呂
凌霄, 陳台琦, 曾仁佑, 董家鈞, 錢樺,
黃文正, 李文禮, 翁雪琴, 紀鑾鶯, 吳
昌任, 林詩怡, 游大立, 吳秉勳, 呂靜
葉, 江玉燕, 陳明宏, 卓凱莉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120

進會考: 生物講義(康版). 國中一上/
謝寧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08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12-1 (平裝) NT$180
進會考: 國文講義(康版). 國中一上/
何昀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07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06-0 (平裝) NT$180
進會考: 國文講義(翰版). 國中一上/
何昀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07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07-7 (平裝) NT$180
進會考: 數學講義(南版). 國中一上/
宋信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08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11-4 (平裝) NT$180
進會考: 數學講義(康版). 國中一上/
宋信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08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10-7 (平裝) NT$180
最新暢銷修訂版日檢單字絕對合格
N5、N4、N3、N2、N1 一擊必殺!/楊
孟芳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7-79-4 (PDF)
最新機車考照手冊/ .-- 第六版 .-- 新
北市 : 文全, 11009 .-- 144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124-1-9 ( 平 裝 )
NT$100
媒體與資訊素養: 數位公民培力手冊
/柯舜智, 陳炳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51-0 (PDF)
新一代科大四技: 英文大考題卜書
(Tips)/許雅惠編著 .-- 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3-309-9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23-310-5 (下冊: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: 英文模擬試題與歷
屆試題題卜書(Tips)/許雅惠編著 .-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8 .- 2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11-2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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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基礎圖學實
習實作/大容設計研究室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8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08-2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C 升學跨越講
義/許燦興, 董德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8 .-- 36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18-1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飲料實務升
學寶典/范之[]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8 .-- 20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05-1 (平裝)
電子學. 111 版/古正信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49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25-3 (平
裝) NT$500
電工機械總複習/許永佳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復興, 11009 .-- 4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1-14 (平裝) NT$430
電子學總複習/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復興,
11009 .-- 4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1-3-8 (平裝) NT$460
新 日 檢 必 考 外 來 語 N1-N5/ 朱 讌 欣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48-5 (PDF)
當代社會工作: 理論與方法/林萬億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92-6
(PDF)
微生物與免疫學考前衝刺/汪佳美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8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60-3 (平裝) NT$280
*新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聽力測驗
(試題本)= GEPT listening tests for the
intermediate level/Andrea 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堂奧圖書, 11008 .-- 11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6-2-6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330
*新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聽力測驗
(試題本)= GEPT listening tests for the
elementary level/鄭翔嬬著 .-- 二版 .-臺中市 : 堂奧圖書, 11008 .-- 1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6-1-9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300

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力測驗 12 回:
全真模擬試題+解析/文鶴編輯部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9 .-- 28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552 (平裝)
搞定國文閱讀測驗/簡正崇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8 .-- 35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818 (平裝) NT$480
會計學(含中級會計學). 111 版/文呈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8 .-- 9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62-8 (平裝) NT$700
新時代乙級汽車修護學科題庫必通
解析/陳富民, 林繹勝, 呂龍雲, 黃俊宇
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9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319-8 (平裝)
解剖生理學/何宣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36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83-2 (平裝)
NT$450
資料處理: 使用 Python 語言/林進益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72-5
(PDF)
愛做瑜伽的酷酷: 教學手冊(19-24 個
月)/廖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,
11010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3-5-0 (平裝)
農產運銷及供運銷實務/齊方編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83-3 (PDF)
新無敵自修. 社會. 4/吳承泰, 劉鎮銘,
于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0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75-1 (平裝)
新無敵自修. 英語. 4/林佳芳主編 .-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09 .-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901-5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英語(教師用). 4/林
佳芳, 田超英主編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
北市 : 佳音, 11009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48-896-4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英語. 4/林佳芳, 田
超英主編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佳
音, 11009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8-895-7 (平裝)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(教師用). 4/陳
怡靜, 盧鈺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83-6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. 4/陳怡靜, 盧
鈺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184-3 (平裝)
農會招考農業推廣學/任瑞書編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26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86-4 (平
裝)
農會招考歷屆試題(九職等)全科目
四合一達陣(會務行政)/鼎文名師群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02-1 (平裝)
農業概論題庫解析完全攻略/文字復
興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字復興, 11009 .-- 23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81-0-7 ( 平 裝 )
NT$430
經濟學(含概要)/平心編 .-- 八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3-82-6 (PDF)
經濟學(概要)/蔡經緯編著 .-- 13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6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62-7 (平
裝) NT$650
經濟學(概要)申論題完全制霸/蔡經
緯編著 .-- 1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9 .-- 7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766-5 (平裝) NT$680
榜首的四堂民法解題課/宋定翔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77-1 ( 平 裝 )
NT$550
圖書館學大意/孔德仁編 .-- 十版 .-臺北市 : 鼎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3-80-2 (PDF)
精通學測化學重點觀念. 精要篇/張
懷哲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
11008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8-119-4 (平裝) NT$260
領隊人員三合一題庫攻略/陳毅弘,
陳亦凡, 龍玉雲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8 .-- 44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58-7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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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解烘焙食品丙級檢定(麵包、蛋糕、
餅乾)學術科考照秘笈/陳春容, 鄭嘉
慶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64-3 (PDF)
監獄行刑法逐條釋義重點解要. 111
版/何漢, 黃如璿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59-8 (平裝)
NT$650
監獄學高分示解. 111 版/王皓強, 王
薔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8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60-4 (平裝) NT$650
精選高頻率 4000 英文單字/林肯陳
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 : 林肯英文資訊
社 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84171-1-3 (全套:平裝) NT$350
臺灣現代教育家的故事: 兼論對教師
專業與教學輔導教師的啟示/張德銳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16-9
(PDF)
數位語藝: 理論與實踐/李佩霖, 李長
潔, 沈孟湄, 胡全威, 秦琍琍, 費翠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52-7 (PDF)
標竿高中英文文法寶典= Mastering
grammar for senior high school/賴素如,
Ian Crews, Tim Heebner 聯合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標竿出版社, 11009 .-176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318-9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350
標竿基礎閱讀 80 篇: 閱讀前討論. A=
Basic reading vocabulary 2000: prereading questions. A/ 賴 素 如 策 劃 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標竿出版社,
11009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98-2-9 (平裝) NT$200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飲料實務/張
朠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008 .-- 64 面; 42X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850-2 (平裝)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餐飲服務技
術/張朠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, 11010 .-- 64 面; 21X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859-5 (平裝)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
意門: 專一色彩原理超複習. 2022 最
新版/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40 面;
42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816 (平裝) NT$100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
意門: 專一設計概論超複習. 2022 最
新版/耿立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, 11008 .-- 42 面; 42X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860-1 ( 平 裝 )
NT$100
練習試題-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
科/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.-- 六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48 面;
37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809 (平裝) NT$100
練習試題-機械製造總複習/王千億,
王俊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10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64-363-9 (平裝)
練習試題–升科大四技: 飲料實務/
蘇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008 .-- 56 面; 42X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873-1 ( 平 裝 )
NT$110
課程教學與評量: 12 秒破題全攻略/
蕭世蒼, 徐昌男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752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51-2 (平
裝) NT$670
*課程與教學/劉邵編著 .-- 第三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40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352 (平裝) NT$550
數學 B/方志元, 李志文, 葉衍作, 臧俊
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07-278-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7-279-4 (第 4 冊:平裝)
穀類加工含豆類澱粉加工與丙級烘
焙食品(麵包、西點蛋糕類)學術科
研讀範本/黃安娜, 李夢萍, 林宏周, 戴
佩珍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, 11009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302-0 (平裝)
鴨子!別跑: 教學手冊(7-12 個月)/廖婉
真文; 陳文綺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009 .-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30-5 (平裝)
歷史(普及版)/陳鴻圖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2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848 (平裝)
憲法/王肇基編著 .-- 20 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08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69-756-6 ( 平 裝 )
NT$550
翰版 i 學習. 公民(教師用). 4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7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12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公民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2-9 (平裝)
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初 版 二 刷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11009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1-77-5 (平裝)
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二
刷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9 .-- 6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782 (平裝)
選修化學. III,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/盧
澔, 黃鴻作 .-- 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技,
11008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73-9-0 (平裝)
選修歷史. II, 科技、環境與藝術的歷
史/郭文華, 張國暉, 陳恒安, 沈曉柔,
郭秀鈴, 陳秀珠, 葉至齡, 黃郁惠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9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93-1 (平裝) NT$330
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(幼兒、兒童
階段)/張茂英, 張瑛編著 .-- 8 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12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26-0 (平
裝) NT$580
*機械原理概要(大意). 111 版/陳廣明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8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4-950-5 (平裝) NT$650
餐飲安全與衛生/郭瓊文著 .-- 三版 .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21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174 (平裝)
餐飲安全與衛生= Foodservice safety
and sanitation/朱碧貞編著 .-- 5 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17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49-6 (平
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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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測國文十五智學/陳湘, 饒翰威編
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08 .- 2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121-7 (平裝) NT$290
學測國文嘿皮書/陳湘, 鐃翰威編著 .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08 .-39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120-0 (平裝) NT$340
導遊/領隊英文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
歐陽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8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7-51-8 (平裝)
導遊/領隊英文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
歐陽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7-60-0 (EPUB)
導遊/領隊觀光資源概要/陳亦凡編 .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7-61-7 (EPUB)
導遊人員三合一題庫攻略 /陳毅弘,
陳亦凡, 龍玉雲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8 .-- 38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59-4 (平
裝)
導遊領隊英文題庫攻略/程婷編著 .-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8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7-57-0 (平裝)
導遊領隊實務. 一/陳偉隆, 龍玉雲編
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7-56-3 (EPUB)
導遊領隊實務. 二/陳毅弘, 劉力編 .-十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7-62-4 (EPUB)
學霸筆記. 國文(108 課綱適用)/劉佳
宜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9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95-5 (平裝) NT$160
戴久喨老師的記帳法規破題書/戴久
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資訊, 11008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7-53-2 (平裝)
應用文實戰手冊/劉俊平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254-1 (平裝)

縱橫天下事. 2, 華語新聞教材/孫懿
芬, 陳懷萱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983-6 (PDF)

*警專化學. 111 版/張凱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40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40-6 (平
裝) NT$480
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國文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32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52-2 (平
裝)

縱橫天下事. 2, 華語新聞教材/孫懿
芬, 陳懷萱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987-4 (EPUB)

*警專國文/朱武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8 .-- 56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47-5 (平
裝) NT$550
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國文(教師
用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51-5 (平裝)

醫科國文解題制霸/簡正崇編著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65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825 (平裝) NT$680

*警察考試: 犯罪學(含再犯預測). 111
版/何漢,黃如璿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數位出版, 11008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4-931-4 ( 平 裝 )
NT$650
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數學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17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43-0 (平
裝)

職能治療師精選題庫: 解剖生理學/
鄭承鴻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
企業, 11008 .-- 17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2-795-1 (平裝) NT$225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贏家攻略/湯
士弘編著 .-- 十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化, 11009 .-- 4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75-8 (平裝) NT$520
證券交易法規與實務搶分小法典/三
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54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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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4-75-3 (PDF)

警 察特考人 力資源管 理 /胡鼎華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95-6 (平裝)
警察情境實務/程譯編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
11008 .-- 7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7-80-1 (平裝) NT$720
警察學/紀傑, 程譯合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
11008 .-- 63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7-82-5 (平裝) NT$600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自然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2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57-7 (平
裝)

關務特考國際貿易實務/崔特編著 .-六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- 3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932 (平裝)
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自然(教師
用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56-0 (平裝)

藝術概論奪分寶典/薛佳雯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復興, 11009 .-- 20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93-90 (平裝) NT$430
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社會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24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48-5 (平
裝)

藝術概論奪分寶典/薛佳雯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58-9 (PDF)
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社會(教師
用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47-8 (平裝)

獸醫醫事輔助實務/Margi Sirois 原著;
王嶽, 李錚, 茅繼良, 張盛傑, 黃立心,
劉環華, 賴昱璋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14-4-3 (PDF)
議起玩國文(學生用)/陳珈吟, 陳菀萱,
黃健綸, 詹欣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0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61-9 (第
4 冊:平裝)
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英語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336 面;
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45-4 (平
裝)
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英語(教師
用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 27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46-1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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贏戰 3800 應用題彙編. 數學(教師
用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42-3 (平裝)
贏戰決勝會考英語題組總匯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20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37-9 (平
裝)
贏戰決勝會考英語題組總匯(教師
用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36-2 (平裝)
贏戰決勝會考國文文意判讀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1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40-9 (平
裝)
贏戰決勝會考國文文意判讀(教師
用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139-3 (平裝)
贏戰會考重點王/胡秀美, 鄭雁方, 陳
宗樺, 黃瑩, 楊逸遠, 亮愷, 柯晏淩, 李
宜蓉, 楊欣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8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141-6 (平裝)
贏戰會考穩贏模擬題本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87-4 (平裝)
觀光與休閒遊憩概論/齊方編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94-9 (PDF)
觀光餐旅業導論奪分寶典/文字復興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61-2 (PDF)
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/林孟頻, 石
璦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群英出

版, 11008 .-- 35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11-5-4 (上冊:平裝)
網路小神通/巨岩出版編輯群, 懂得
資訊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巨岩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806-60-5 (PDF)
獸醫牙科學: 團隊工作法/Steven E.
Holmstrom 原著; 王嶽, 李錚, 施浩榆,
張盛傑, 黃立心, 詹哲育譯 .-- 第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14-3-6
(PDF)
Google 酷學習/巨岩出版編輯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巨岩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806-59-9
(PDF)
Impress 7.x 簡報自由學 LibreOffice/小
石頭編輯群, 蔡慧儀編著 .-- 臺北市 :
小石頭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7-0-0 (PDF)
Writer 7.x 文書自由學 LibreOffice/小
石頭編輯群, 蔡慧儀編著 .-- 臺北市 :
小石頭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7-1-7 (PDF)

兒童讀物
(漫畫圖解)一問一答.災害求生指南/
木原實作; 大野直人繪; 林謹瓊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7-540-8 (全套:
精裝) NT$640
11 歲/林德誠, 游曉亭文; 徐榮鍾圖 .-初版 .-- 新竹縣 : 知宇圖書, 11011 .-32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58-0-7 (精裝) NT$380
5 分鐘孩子的邏輯思維訓練(輕鬆上
手+得心應手+成為高手): 腦力全開
35+35 題活用 5 大思考迴路/索尼國
際教育作; 李彥樺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熊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593-98-8 (全套:平裝) NT$1140
从没有到有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
作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8 .-- 36
面 ; 25X2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283-9-5 (平裝)
当大水来临时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
作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8 .-- 36
面 ; 25X25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031-1-7 (平裝)

*为什么不能想怎样就怎样/王宏哲
文; 侯小妍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
康大腦, 11008 .-- 44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315-4-9 ( 精 裝 )
NT$399

石蕙宜, 洪黃英娥, 洪黃秀玉, 洪宜璇,
余三郎, 何亞孺繪圖; Sean Kao 英文
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納得資產,
11009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12-0-4 (平裝)

*Animal fun: we are hot/written by Efa
Chang; illustrated by Yijie .-- 1st ed. .-新 北 市 : 張月 娥 , 11009 .-- 20 面 ;
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575 (平裝)

What can Toby do: my first reader/劉惠
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好學教育,
11008 .-- 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05-2-9 (平裝)

*Animal fun: we are hot. workbook/ .-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張月娥, 11009 .-- 24
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58-2 (平裝)

X 尋寶探險隊. 33, 始原之子: 北愛爾
蘭.水晶.巨人/李國權作; 太陽兵團插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39-7 (EPUB)

Dinosaur/by John D. Smith; illustrator
Ria-Maria Lee .-- 臺 北 市 : 敦 煌 ,
11010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06-947-5 (平裝)

ㄅㄆㄇ遊戲王. 1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24-66-9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

Five beans/written by Olive Lu;
illustrated by Marcellin .-- 臺北市 : 希
伯崙公司, 11010 .-- 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1-605-9 (平裝)

ㄅㄆㄇ遊戲王. 2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24-67-6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

FOOD 超人正音ㄅㄆㄇ互動點讀繪
本/鄒敦怜, 風車編輯群編著; 楊惠婷,
桃子繪圖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23690-1 (全套:精裝)

ㄅㄆㄇ遊戲王. 3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24-68-3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

FOOD 超人時鐘大冒險尋寶遊戲書/
風車編輯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
車圖書, 11010 .-- 20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91-8 (精裝)
I can read pocket books. 5/author Robert
Scott Kelly, Catherine Eisele .-- 2nd ed. .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8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506-235-4 (全套:平裝)
The little mouse and the lion/retold by
Catherine Eisele, Serina Eisele;
illustrated by Maxime Lebrun .-- 臺北市 :
敦煌, 11009 .-- 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06-943-7 (精裝) .-- ISBN 978957-606-944-4 (精裝附光碟片)
The sly fox and red hen/retold by
Catherine Elseie, Dina Sun; illustrated by
Artome Huang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敦
煌, 11009 .-- 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06-945-1 (精裝) .-- ISBN 978957-606-946-8 (精裝附光碟片)
The whispering of the moon= Qalingas
buan= 月語/洪文和 Tanpilic Balincinan
作; 邱中玉, 石明媚, 石志雄, 石紹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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ㄅㄆㄇ遊戲王. 4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24-69-0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
ㄅㄆㄇ遊戲王. 5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24-70-6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
ㄅㄆㄇ遊戲王. 6/楊惠君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24-71-3 (全套:平裝附
光碟片)
ㄅㄆㄇ認知.互動點讀百科/吳鳳珠總
編 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世 一 ,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3-0142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626-313015-9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626313-016-6 (全套:精裝)
九九重陽節/阿部文字; 蘇偉宇繪圖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36 面; 23X24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40-1 (精裝)
NT$320
七彩世界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作 .-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8 .-- 36 面;
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3-71 (平裝)
小一先修: 小作家系列/楊惠君執行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8 .-冊 .-- ISBN 978-626-7024-72-0 (全套:
平裝附光碟片)
小一先修: 森林樂園系列/楊惠君執
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08 .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4-73-7 (全套:
平裝附光碟片)
小一先修: 遊戲ㄅㄆㄇ系列/楊惠君
執 行 編 輯 .-- 臺 北 市 : 華 人 國 際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4-744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
大力士女孩/姜義村文; 貓魚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也是文創, 11010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97-90 (精裝)
山 上 的 動 物 : 拼 圖 排 排 書 /Rikky
Schrever 原文;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
繪圖; 賈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布拉森, 11010 .-- 8 面; 16X1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8-6-1 ( 精 裝 )
NT$500

小狗奧茲/歐因.柯弗(Eoin Colfer)著;
趙永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0-17-5 (EPUB)
小紅帽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.繪
圖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9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3-31-9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100
大家來學ㄅㄆㄇ/李紫蓉作; 林小杯
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161-6629 (全套:精裝附光碟片) NT$760
小狼探險隊出發: 地球進程故事教材
/劉惠文作 .-- 初版 2 刷 .-- 臺北市 : 好
學教育, 11008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05-4-3 (平裝)
小 提琴 教本 . 1, 提琴貓 與唱 歌鳥 =
Violin book. 1, fiddle cat & chirping bird/
苗庭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苗庭
瑄, 11008 .-- 48 面; 21X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197-4 ( 平 裝 )
NT$500

小列的日記/胡智維, 劉岱芸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5-15-0 (PDF)

大熊小椅子/莉茲.博伊德(Lizi Boyd)
文.圖; 郭妙芳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阿布拉教育文化, 11008 .-- 32 面; 3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5-9-2 (精裝)
NT$299

大自然繪本. 1/黛安娜.哈茨.阿斯頓
(Dinna Hutts Aston) 文 ; 希 薇 亞 . 隆
(Sylvia Long)圖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 11009 .-- 冊 .-ISBN 978-957-9529-97-6 (全套:精裝)
NT$899

小豬皮克掉進急流中?從哭泣中長出
內 在 力 量 / 安 . 威 斯 考 特 (Anne
Westcott), 胡嘉琪(Alicia Hu)作; 郭晉
榜(Ching-Pang Kuo)繪; 胡嘉琪譯 .-臺北市 : 胡嘉琪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260-5 (PDF) NT$249

大自然繪本. 2/黛安娜.哈茨.阿斯頓
(Dianna Hutts Aston) 文 ; 希 薇 亞 . 隆
(Sylvia Long)圖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 11009 .-- 冊 .-ISBN 978-957-9529-98-3 (全套:精裝)
NT$899

土撥鼠挖地洞- The marmot digging in
the burrow/哲銘老師繪.作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 11008 .-- 16 面;
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1-6797 (精裝) NT$280

小狗狗找骨頭= The puppy looking for
bone/哲銘老師繪.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新苗文化, 11008 .-- 16 面; 19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1-677-3 (精裝)
NT$280
小 松 鼠 找 朋 友 = The little squirrel
meeting up with friends/哲銘老師繪.
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
11008 .-- 16 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1-678-0 (精裝) NT$280

小貓咪找魚吃= The kitten looking for
fish/哲銘老師繪.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新苗文化, 11008 .-- 16 面; 19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1-680-3 (精裝)
NT$280
小 謙 巨 大 的 煩 惱 = Chian's biggest
worry/江映嫻, 林若妤, 陳杰甫, 黃子
瑋創作; 林若妤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同大學, 11008 .-- 3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5846-7-8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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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膽的小貓咪: 毛毛球時間/Elisa van
Spronsen 原文; Maja Andersen 繪圖; 賈
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森,
11010 .-- 10 面; 11X1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18-3-0 (精裝) NT$500
小 鞭 炮 劈 啪 劈: 大 家 來 學ㄅ ㄆ ㄇ =
Firecrackers,bang,bang,bang:
a
collection of nursery rhymes/李紫蓉作;
林小杯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
金, 11009 .-- 48 面; 24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161-660-5 (精裝附光碟
片) NT$380
小 藍 畢 業 了 = Today,I graduate/Hsiu
Lin 作; Ann Lo 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飛柏創意, 11010 .-- 48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25-9-8 ( 精 裝 )
NT$450
月饼馅的字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
作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8 .-- 36
面 ; 25X2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283-8-8 (平裝)
巴士火箭自由行: 「100 層」環遊世
界繪本集/麥克.史密斯(Mike Smith)文.
圖; 侯秋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魯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66-93-7 (全套:精裝)
天上的飛行工具: 拼圖排排書/Rikky
Schrever 原文;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
繪圖; 賈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布拉森, 11010 .-- 8 面; 16X1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8-8-5 ( 精 裝 )
NT$500
孔子與教師節/阿部文字; 桃子&阿喵
繪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36 面;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395 (精裝) NT$320
月光音樂會/呂淑恂作.繪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世一, 11011 .-- 24 面; 21X2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19-7 (平裝)
文字森林海/林世仁詩; 唐唐圖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75-4
(EPUB)
王城西/鄭翔鴻, 周芷茹撰稿; 李悅恩
繪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安平文教
基金會, 11009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404-1-8 (精裝)
不要再滑那個笨手機了!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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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0-41-5 (PDF)
火神的進擊/林世仁文; Asta Wu(吳雅
怡)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082-2 (EPUB)

生活科技全攻略. 1, 萬能機器總動員
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66-6-5 (平裝) NT$300

太喜歡歷史了!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
4, 東漢三國/知中編委會作 .-- 新北
市 : 字畝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4-58-9 (PDF)

生活科技全攻略. 1, 磁浮列車、電動
車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
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國 語 週 刊 文 化 ,
11007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66-9-6 (平裝) NT$300

太喜歡歷史了!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
4, 東漢三國/知中編委會作 .-- 新北
市 : 字畝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4-59-6 (EPUB)

生活科技全攻略. 2/國語青少年月刊
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國
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992-9-6 (全套:平裝)

水滴历险记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
作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8 .-- 36
面 ; 25X2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283-5-7 (平裝)

生活科技全攻略. 2, DIY 選物販賣機/
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2-5-8 (平裝) NT$300

可是我要去/黃詩媛, 倪嘉暐, 謝明勳
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巧育文化,
11008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1-248-5 (精裝) NT$350
生活科技全攻略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
誌社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
週刊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995-0-0 (全套:平裝) NT$3600
生活科技全攻略. 1/國語青少年月刊
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國
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992-2-7 (全套:平裝)
生活科技全攻略. 1, AR 擴增實境 VR
虛擬實境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
化, 11007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66-7-2 (平裝) NT$300
生活科技全攻略. 1, 自造神器雷切機
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66-8-9 (平裝) NT$300
生活科技全攻略. 1, 神力傳動與智能
瓦力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
11007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92-1-0 (平裝) NT$300
生活科技全攻略. 1, 腦力控制大覺醒
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2-0-3 (平裝) NT$300

生活科技全攻略. 2, 科技智慧廚房/
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2-7-2 (平裝) NT$300
生活科技全攻略. 2, 動力機械機關王
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2-4-1 (平裝) NT$300
生活科技全攻略. 2, 動畫與影像科技
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2-6-5 (平裝) NT$300
生活科技全攻略. 2, 智能光波與音波
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2-3-4 (平裝) NT$300
生活科技全攻略. 2, 數位自造物聯網
/國語青少年月刊雜誌社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7 .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2-8-9 (平裝) NT$300
白馬寶寶一家的幸福日常/貝果文.
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白馬窯業,
11010 .-- 40 面; 26X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11-0-6 (精裝) NT$320
白雪公主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.繪
圖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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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9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3-32-6 (平裝) NT$100
田野裡的黃豆寶寶/賴政勳插畫 .-- 臺
中市 : 日一寸文化, 11010 .-- 19 面;
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6-02 (精裝) NT$450
永無境三部曲/潔西卡. 唐森(Jessica
Townsend)著; 陳思穎譯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6-123-8 (全套:平裝) NT$1399
北極熊的遭遇,會輪到我嗎?/姜景琇
(강경수)文.圖; 莫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奧林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69-4-5 (PDF)
可 愛 寵 物 寶 寶 : 拼 圖 排 排 書 /Rikky
Schrever 原文;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
繪圖; 賈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布拉森, 11010 .-- 8 面; 16X1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8-0-9 ( 精 裝 )
NT$500
好好照顧蜘蛛/瑪格麗特.布羅伊.葛
雷漢(Margaret Bloy Graham)文.圖; 林
真美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
育文化, 11009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07-2-7 ( 精 裝 )
NT$280
再見石虎/張稚翎, 徐華謙圖.文 .-- 苗
栗縣 : 苗栗縣環保局, 11008 .-- 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87-1 (精
裝)
有沒有讓腦袋變聰明的藥?/池谷裕
二著; 吉竹伸介繪; 葉韋利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13-7
(PDF)
好奇孩子大探索: 變態.變身.變異!我
們是機智的海洋生物/鈴木香里武作;
友永太郎繪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熊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3-84-1 (PDF)
好奇孩子大探索: 變態.變身.變異!我
們是機智的海洋生物/鈴木香里武作;
友永太郎繪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熊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3-85-8 (EPUB)
灰姑娘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.繪
圖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9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3-34-0 (平裝) NT$100

成為一棵樹/瑪莉亞.姜弗勒里斯
(Maria Gianferrar)文; 費里希妲.薩拉
(Felicita Sala)圖; 海狗房東譯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982-9 (PDF)

有趣的小熊熊: 毛毛球時間/Elisa van
Spronsen 原文; Maja Andersen 繪圖; 賈
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森,
11010 .-- 10 面; 11X1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18-1-6 (精裝) NT$500

成為一棵樹/瑪莉亞.姜弗勒里斯
(Maria Gianferrar)文; 費里希妲.薩拉
(Felicita Sala)圖; 海狗房東譯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985-0 (EPUB)

有趣的交通工具: 拼圖排排書/Rikky
Schrever 原文;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
繪圖; 賈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布拉森, 11010 .-- 8 面; 16X1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8-9-2 ( 精 裝 )
NT$500

成為小小生態觀察家: 五位臺灣動物
學者的野外調查日誌/李曼韻, 林大
利, 袁守立, 陳美汀, 程一駿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0-18-2 (EPUB)
全員出動!捕捉風獸因因呼: 看身懷
絕技的團隊建造台灣第一座離岸風
場/顏樞文; Croter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- 56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41-7 (精裝)
NT$400
地球進程榮譽任務本/劉惠文作 .-- 初
版 2 刷 .-- 臺北市 : 好學教育, 11008 .- 2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05-5-0 (平裝)
好習慣互動遊戲書/陳志鴻, 桃子繪;
陳乃鳳編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6895 (全套:精裝)

努力的大黃蜂小米: 林姆斯基&大黃
蜂的飛行/劉惠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好學教育, 11008 .-- 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597-6-2 (平裝)
努力的大黃蜂小米: 社會情緒/劉惠
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好學教育,
11008 .-- 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597-9-3 (平裝)
努力的大黃蜂小米: 認知思維/劉惠
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好學教育,
11008 .-- 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597-8-6 (平裝)
努力的大黃蜂小米: 藝術手作/劉惠
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好學教育,
11008 .-- 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597-7-9 (平裝)
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: 遠離言語傷害、
肢體暴力、網路攻擊與威脅的校園

好習慣互動遊戲書. 1, 我會刷牙/陳
志鴻繪; 陳乃鳳編輯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10 .-- 14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85-7 ( 精 裝 )
NT$280

霸凌事件/盧慶實(노경실)作; 李賢珠

好習慣互動遊戲書. 2, 我會穿衣/陳
志鴻繪; 陳乃鳳編輯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10 .-- 14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86-4 ( 精 裝 )
NT$280

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: 遠離言語傷害、
肢體暴力、網路攻擊與威脅的校園

好習慣互動遊戲書. 3, 我會洗澡/陳
志鴻繪; 陳乃鳳編輯 .-- 新北市 : 風車
圖書, 11010 .-- 14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87-1 ( 精 裝 )
NT$280
好習慣互動遊戲書. 4, 我會便便/桃
子繪; 陳乃鳳編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, 11010 .-- 14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23-688-8 ( 精 裝 )
NT$280

(이현주)繪; 林建豪著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519-4 (EPUB)

霸凌事件/盧慶實(노경실)作; 李賢珠
(이현주)繪; 林建豪著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523-1 (PDF)
你好!我的畫!/秦好史郎文.圖; 米雅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
11010 .-- 3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1-01-8 (精裝) NT$320
每年回來的抹香鯨/夏尊湯文; 吳品
嫻 Penny 圖 .-- 花 蓮 縣 : 夏 尊 湯 ,
11010 .-- 44 面; 21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56-8 (平裝) NT$300
我沒有要把你吃掉= I will not eat you/
亞當. 雷哈普特(Adam Lehrhaupt) 文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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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考特.馬谷(Scott Magoon)圖; 郭妙芳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
化, 11008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07-0-3 (精裝) NT$280
找 找 看 , 馴 鹿 在 哪 裡 ?= Spot the
reindeer at Christmas/塔夏.波西(Tasha
Percy)文; 克里娜.派泰爾(Krina Patel)
圖; 吳琪仁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, 11012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267-8 (精裝) NT$240
我的声音?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作 .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8 .-- 3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3-64 (平裝)
你 的 家 裡 有 哪 些 人 ?/ 夏 樂 . 貝 利 埃
(Charlotte Bellière)文; 伊恩.德埃伊(Ian
De Haes)圖; 張家葳(Nelly Chang)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42-2
(PDF)
我的超能力/蘇珊娜.伊瑟恩(Susanna
Isern)作; 蘿西奧.伯尼拉(Rocio Bonilla)
繪; 葉淑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522-4 (EPUB)
我的超能力/蘇珊娜.伊瑟恩(Susanna
Isern)作; 蘿西奧.伯尼拉(Rocio Bonilla)
繪; 葉淑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526-2 (PDF)
我 的 超 能 力 = El gran libro de los
superpoderes/蘇珊娜.伊瑟恩(Susanna
Isern)作; 羅西奧.伯尼拉(Rocio Bonilla)
繪; 葉淑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010 .-- 44 面; 32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511-8 ( 精 裝 )
NT$320
我的超級寶藏/蘇珊娜.伊瑟恩
(Susanna Isern) 作 ; 蘿 西 奧 . 伯 尼 拉
(Rocio Bonilla)繪; 葉淑吟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21-7 (EPUB)
我的超級寶藏/蘇珊娜.伊瑟恩
(Susanna Isern) 作 ; 蘿 西 奧 . 伯 尼 拉
(Rocio Bonilla)繪; 葉淑吟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25-5 (PDF)
我的超級寶藏 = El gran libro de los
supertesoros/ 蘇 珊 娜 . 伊 瑟 恩 (Susanna
Isern)作; 羅西奧.伯尼拉(Rocio Bonilla)
繪; 葉淑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
實文化, 11010 .-- 44 面; 32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512-5 ( 精 裝 )
NT$320
我的綠色ㄚㄇㄚヽ/劉淑慧圖.文 .-苗栗縣 : 苗栗縣環保局, 11008 .-- 2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895 (精裝)
你為什麼要這樣跟我說話!/白色運動
鞋(흰운동화)文.圖; 陳慧瑜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43-9 (PDF)
防疫新生活/張晉霖文; 張正雄圖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巧育文化, 11008 .-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1244-7 (精裝)
我是蠶寶寶: 一起認識蠶豆症/徐睿
伶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魏銘億,
11009 .-- 36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66-7 (精裝) NT$400
我們的情緒/科奇卡(Kichka)文; 瑪麗.
樂 吉 馬 (Marie Leghima), 蘇 菲 . 波 姆
(Sophie Bouxom), 拉 斐 爾 . 米 赫 爾
(Raphaëlle Michaud), 克蕾蒙.潘尼古
(Clémence Pénicaud), 吉哈汀.康森努
(Géraldine Cosneau)圖; 王晶盈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光點, 11009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971-1-7 (全套:精裝)
我會自己注意安全: 避免在教室、操
場、專科教室與使用文具時會發生
的 危 險 行 為 / 盧 慶 實 (노경실) 作 ;
Ukumouse 繪; 林建豪著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20-0 (EPUB)
我會自己注意安全: 避免在教室、操
場、專科教室與使用文具時會發生

我會和全世界打招呼= Hello to the
world/林沛頤作; 陳品妤繪 .-- 初版二
刷 .-- 臺中市 : 林沛頤, 11009 .-- 46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70-4 (平
裝)
李歐.李奧尼啟蒙思考經典套書/李歐.
李奧尼文.圖; 葉嘉青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步步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895-1-8 (全套:精裝) NT$1680

波魯圖亞/李德和圖文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6-30-8 (EPUB)
美女與野獸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.
繪圖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9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3-33-3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100

阿尼要搬家/黃慧敏作; 莊河源繪 .-二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1011 .-- 24 面;
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180 (平裝)

為 什 麼 不 說 話 ?= Why don't you
speak?/林湘湄, 曾鏹儀, 葉仲軒創作;
林湘湄, 曾鏹儀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同大學, 11008 .-- 3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5846-8-5 (精裝)

姆米爸爸航海記. 下/朵貝.楊笙(Tove
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- 臺北
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175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0-20-5 (線上有
聲書(MP3))

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/路易斯.薩奇爾
(Louis Sachar)文; 毛利繪; 趙永芬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1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04-2
(EPUB)

阿灰的顏色= A-Hui's color/林濬騰, 曹
芷嘉, 羅紫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同大學, 11008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21-0-3 (精裝)

炮炸寒單/吳姵璇文; 王柔蘋圖 .-- 高
雄市 : 吳姵璇, 11008 .-- 19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98-1 (平裝)

林良書房系列(收藏紀念版)/林良著;
薛慧瑩繪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
報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751881-1 (全套:平裝) NT$1180
到底...找到了沒!?: 一起到淡水河畔
濕地做四斑細蟌調查囉-/何禮茗文.
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荒野保護協
會, 11009 .-- 22 面; 19X13 公分 .-ISBN 978-986-87941-4-6 (精裝)
拇指姑娘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.繪
圖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9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3-35-7 (平裝) NT$100

的 危 險 行 為 / 盧 慶 實 (노경실) 作 ;
Ukumouse 繪; 林建豪著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24-8 (PDF)

咆 哮 山 莊 / 愛 蜜 麗 . 勃 朗 特 (Emily
Brontë)原著; 管家琪改寫; 李憶婷繪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38-425-0 (EPUB)

我想更進步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5,
培養積極力!/小禾心理研究所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1-3-7
(PDF)

奇特動物偷偷摸/Rosie Greening 作;
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, 11010 .-- 10 面; 19X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3-20-5 ( 精 裝 )
NT$500

我想更進步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5,
培養積極力!/小禾心理研究所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1-5-1
(EPUB)

狐狸澡堂/亞平文; 黃雅玲圖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報, 11009 .-冊 .-- ISBN 978-957-751-880-4 (全套:
平裝) NT$1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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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 Campbell 上下配對翻翻書.101
系列啟蒙百科/Macmillan 作; Rebecca
Jones, 邱貢(Chorkung), 吳妮可(Neiko
Ng)繪; 劉維人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小果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974-0-7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1280
音符村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作 .-- 臺
中 市 : 蓋 德文 化 , 11008 .-- 36 面 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31-00 (平裝)
看圖說故事 媽媽床邊故事/小紅花童
書 工 作 室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33-586 (第 1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626-7033-59-3 (第 2 冊:平裝附光碟
片) .-- ISBN 978-626-7033-60-9 (第 3 冊:
平裝附光碟片) .-- ISBN 978-626-703361-6 (第 4 冊:平裝附光碟片)
看圖說故事 媽媽床邊故事/小紅花童
書 工 作 室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人 類 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33-623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
品德小學堂: 品德學會曉.一世人用
袂了/李靜芳, 陳盈菁, 謝金色文; 林沿
希, 吳宜靜, 高郁喬, 翁沛汝, 陳品儒,
陳琬諭, 陳姵涵, 陳品妘, 陳宥齊, 黃
羽心, 鄭宇岑, 鄭宇祺, 鄭筱璇, 顧卓
宸 圖 .-- 彰 化 縣 : 彰 縣 大 竹 國 小 ,

11008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3-15-0 (精裝)

- 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53-1 (平裝) NT$80

科學怪人/瑪麗.雪萊(Mary Shelley)原
著; 管家琪改寫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台灣東方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8-422-9 (EPUB)
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女孩尋寶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8-7 (平裝) NT$80

保護自己(健康生活)系列繪本/張晉
霖企劃總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巧育
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291-247-8 (全套:精裝) NT$1280
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男孩尋寶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7-0 (平裝) NT$80

唐三藏西方取經/小千文字;
PINKRABBITs _蕭秝緁繪圖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09 .-- 36 面; 23X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37-1 (精裝)
NT$320
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城市探險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2-5 (平裝) NT$80

病毒的祕密日記 /莉莉.拉洪潔(Lilli
L'arronge)文.圖; 張孟穎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92-0 (PDF)
神祕小脚印/程波, 萧兆宏, 刘志源
作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008 .-- 36
面 ; 25X25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031-2-4 (平裝)
神探夏洛狗.福爾摩斯與消失的鑽石/
艾格妮斯.巴魯齊(Agnese Baruzzi)作;
廖珮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果文
創, 11010 .-- 2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74-1-4 (精裝) NT$450
海 裡 的 動 物 : 拼 圖 排 排 書 /Rikky
Schrever 原文;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
繪圖; 賈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布拉森, 11010 .-- 8 面; 16X1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8-5-4 ( 精 裝 )
NT$500
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城市尋寶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1-8 (平裝) NT$80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恐龍尋寶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3-2 (平裝) NT$80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恐龍寶物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4-9 (平裝) NT$80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動物在哪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9-4 (平裝) NT$80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童話探險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6-3 (平裝) NT$80

哪邊是哪邊/張筱琦圖.文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9 .-- 28 面; 20X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92-2 (精裝)
NT$350

專注力遊戲 找一找童話尋寶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45-6 (平裝)

野 生 的 動 物 : 拼 圖 排 排 書 /Rikky
Schrever 原文;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
繪圖; 賈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布拉森, 11010 .-- 8 面; 16X1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8-7-8 ( 精 裝 )
NT$500

專注力遊戲 數一數女孩玩耍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52-4 (平裝) NT$80

專注力遊戲 交通工具找找在哪/參幻
堂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 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54-8 (平裝) NT$80
專注力遊戲 交通工具數數多少/參幻
堂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

專注力遊戲 數一數男孩探險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51-7 (平裝) NT$80
專注力遊戲 數一數動物世界/參幻堂
工作室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24 面; 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3-50-0 (平裝) NT$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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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注力遊戲書: 紅樓大觀園/狐狸家
編著; 姜紫迎, 劉霽瑩繪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9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84-53-4 (全套:精裝)
NT$700
通往星星的旅程= The way to the star/
雪栗 Cheri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飛
柏創意, 11009 .-- 48 面; 19X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725-5-0 ( 精 裝 )
NT$380
基 度 山 恩 仇 記 / 大 仲 馬 (Alexandre
Dumas)原著; 林文月改寫; 蔡豫寧繪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38-426-7 (EPUB)
這是什麼?/時靖淳圖.文 .-- 苗栗縣 :
苗栗縣環保局, 11008 .-- 27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90-1 (精裝)
晨讀 10 分鐘: 閱讀素養故事集(含閱
讀練習本)/陳昆志, 品學堂編輯群作;
毛豬漫畫; 水腦插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5-085-3 (EPUB)
渾沌/夢枕貘文; 松本大洋圖; 馬世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10 .-- 4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7-32-1 (精裝)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火盜龍大
冒險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南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91-759-4 ( 平 裝 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危險的奇
蹟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753-2 ( 平 裝 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海上蠟像
館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756-3 ( 平 裝 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人危
機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751-8 ( 平 裝 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之王/
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

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1-757-0 (平裝) NT$250

- ISBN 978-986-491-755-6 ( 平 裝 )
NT$250

- 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20-3 (平裝)
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村筆
記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750-1 ( 平 裝 )
NT$250
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魔術團大
事件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南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91-758-7 ( 平 裝 )
NT$250

童話貼貼樂 傑克與魔豆/圖鑑文化編
輯部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21-0 (平裝)
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星球/
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
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1-763-1 (平裝) NT$250

植物大觀園/東方編輯小組企畫.撰稿;
劉建志漫畫繪製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台灣東方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8-427-4 (EPUB)
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販賣
機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760-0 ( 平 裝 )
NT$250

森林裡的恐龍音樂會: 恐龍樂隊/Sam
Taplin 作; Federica Iossa 插畫; 禾流編
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, 11009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3-18-2 ( 精 裝 )
NT$590
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夢幻
球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764-8 ( 平 裝 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與祕
境珍寶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52-5 (平裝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與機
械怪客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65-5 (平裝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與魔
術方塊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61-7 (平裝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機甲
大對決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62-4 (平裝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恐龍鎮魂
歌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754-9 ( 平 裝 )
NT$250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: 樂園求生
大戰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南門書局, 11009 .-- 170 面; 25 公分 .-

森林裡的動物音樂會: 夜間動物園
/Sam Taplin 作; Federica Iossa 插畫; 禾
流編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流文創, 11009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13-17-5 ( 精 裝 )
NT$590
森林裡的動物音樂會: 動物園樂隊
/Sam Taplin 作; Federica Iossa 插畫; 禾
流編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流文創, 11009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13-15-1 ( 精 裝 )
NT$590
森林裡的動物音樂會: 農場樂隊/Sam
Taplin 作; Federica Iossa 插畫; 禾流編
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, 11009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3-19-9 ( 精 裝 )
NT$590
童話貼貼樂 小紅帽/圖鑑文化編輯部
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16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18-0 (平
裝)
童話貼貼樂 三隻小豬/圖鑑文化編輯
部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16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173 (平裝)
童話貼貼樂 白雪公主/圖鑑文化編輯
部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16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197 (平裝)
童話貼貼樂 狼與七隻小羊/圖鑑文化
編輯部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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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話貼貼樂 糖果屋/圖鑑文化編輯部
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16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23-4 (平
裝)
童話貼貼樂 機智的山羊/圖鑑文化編
輯部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1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22-7 (平裝)
童話貼貼樂 醜小鴨/圖鑑文化編輯部
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16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24-1 (平
裝)
富貓,窮貓/伯納.韋柏(Bernard Waber)
文.圖; 黃又青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阿布拉教育文化, 11009 .-- 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7-1-0 (精裝)
NT$280
極地動物偷偷摸/Rosie Greening 作;
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, 11010 .-- 10 面; 19X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3-21-2 ( 精 裝 )
NT$500
農村你好嗎?: (百年伯公是鄰居) 山
的耕耘,水的旅行/劉英華圖.文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 : 好客在一起工作坊,
11010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177-1-4 (精裝) NT$520
勤洗手/張晉霖文; 張正雄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巧育文化, 11008 .-- 3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1-2430 (精裝)
嗚哇嗚哇變: 大家來學ㄅㄆㄇ= Hey
presto!: a collection of nursery rhymes/
李紫蓉作; 林小杯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信誼基金, 11009 .-- 48 面; 24X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61-2 (精裝
附光碟片) NT$380
傳統文化產業四季走讀繪本集: 捏陶、
採茶、晒柿餅、吹玻璃/張秀毓文.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66-982 (全套:精裝)
跟著動物過一天: 「我的未來不是夢」
職業體驗繪本集/雪倫.任塔文.圖; 侯

秋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66-890 (全套:精裝)

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76-6 (PDF)

義愛公不想搬家: 美華新村的故事/
吳俊奇文; 陳伶錦圖 .-- 新北市 : 新莊
社區大學, 11009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453-3-1 (精裝)

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(合輯): 1.遠
古時期至魏晉南北朝、2.隋唐時期
至清康乾盛世、3.晚清衰敗至中華
民國成立/曹若梅作; 久久童畫工作
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80-3 (EPUB)

媽媽的大肚子/黃怡甄作; 鄭淑芬繪 .- 三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1011 .-- 24
面; 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020-3 (平裝)
爺爺過生日/姜鴻逸圖.文 .-- 初版 .-彰化縣 : 藝樂肆貳行, 11010 .-- 28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26-07 (精裝) NT$450
愛整潔/張晉霖文; 張正雄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巧育文化, 11008 .-- 3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1-2454 (精裝)
跳躍的小兔兔: 毛毛球時間/Elisa van
Spronsen 原文; Maja Andersen 繪圖; 賈
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森,
11010 .-- 10 面; 11X1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18-2-3 (精裝) NT$500
漁夫與他的妻子/胡智維, 劉岱芸作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5-16-7 (PDF)
睡美人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.繪
圖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9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3-36-4 (平裝) NT$100
漂亮小彩虹= The beautiful rainbow/林
彥欣, 徐立賢, 褚伊庭創作; 林彥欣繪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同大學,
11008 .-- 3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846-9-2 (精裝)
嫦娥奔月/史題福文字; 孫基榮繪圖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36 面; 23X24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38-8 (精裝)
NT$320
綠野仙蹤(為大小孩精心準備的最新
譯本)/李曼.F.鮑姆作; 陳婉容譯; 黃湘
婷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8 .-約 3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7-93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(合輯): 1.遠
古時期至魏晉南北朝、2.隋唐時期
至清康乾盛世、3.晚清衰敗至中華
民國成立/曹若梅作; 久久童畫工作

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. 1, 遠古時期
至魏晉南北朝/曹若梅作; 久久童畫
工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77-3 (PDF)
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. 1, 遠古時期
至魏晉南北朝/曹若梅作; 久久童畫
工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81-0 (EPUB)
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. 2, 隋唐時期
至清康乾盛世/曹若梅作; 久久童畫
工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78-0 (PDF)
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. 2, 隋唐時期
至清康乾盛世/曹若梅作; 久久童畫
工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82-7 (EPUB)
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. 3, 晚清衰敗
至中華民國成立/曹若梅作; 久久童
畫工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熊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79-7 (PDF)
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. 3, 晚清衰敗
至中華民國成立/曹若梅作; 久久童
畫工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熊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83-4 (EPUB)
團結的羊兒/黃瑞田作; 吳楚璿繪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1011 .-- 24 面;
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173 (平裝)
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:
傳說中的七隻小矮象/吳祥敏著; 夏
吉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快樂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51-4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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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:
傳說中的七隻小矮象/吳祥敏著; 夏
吉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快樂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51-6-8 (EPUB)
夢想星球/Ellie kei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4-70-9 (EPUB)
歌劇魅影/卡斯頓.勒胡(Gaston Louis
Alfred Leroux)原著; 管家琪改寫; 奇亞
子繪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38-428-1 (EPUB)
說學逗唱,認識節氣與節日/王家珍作;
洪 福 田 繪 .-- 新 北 市 : 字 畝 文 化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50-3 (PDF)
說學逗唱,認識節氣與節日/王家珍作;
洪 福 田 繪 .-- 新 北 市 : 字 畝 文 化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52-7 (EPUB)
鞋匠與小精靈/胡智維, 劉岱芸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5-17-4 (PDF)
閱讀我們的台灣小百科/張青史作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9 .-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684-0 (全套:
平裝)
親愛的/曾淑敏圖.文 .-- 苗栗縣 : 苗栗
縣環保局, 11008 .-- 38 面; 22X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88-8 (精裝)
貓熊動物園/大野耕平作; 林宜柔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9 .-- 40
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284-5 (精裝) NT$360
貓戰士四部曲星預兆(暢銷紀念版)/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; 高子梅, 羅
金純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09-758 (全套:平裝) NT$1500
錯覺偵探團/藤江純作; 吉竹伸介繪;
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7541-5 (全套:平裝) NT$900
戴口罩/張晉霖文; 張正雄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巧育文化, 11008 .-- 3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1-2461 (精裝)

聰明的小獅子: 毛毛球時間/Elisa van
Spronsen 原文; Maja Andersen 繪圖; 賈
竣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森,
11010 .-- 10 面; 11X1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18-4-7 (精裝) NT$500

動物農莊/喬治.歐威爾(George Orwell)
原著; 呂相濡改寫; 蘇郁婷繪圖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24-3
(EPUB)

糟糕壞小孩: 髒兮兮/大衛.威廉(David
Walliams)著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繪;
郭庭瑄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70-3
(EPUB)

魔寵. I, 預言中的守護者/亞當.傑.艾
普斯坦(Adam Jay Epstein), 安德魯.傑
考伯森(Andrew Jacobson)著; 謝靜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52-9-8 (EPUB)

*騎著恐龍趴趴走珍藏套書/劉思源
文; 林小杯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
步 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895-0-1 (全套:精裝) NT$640
關 於 天 氣 你 想 知 道 什 麼 ?/Katie
Daynes 作; Marie-Eve Tremblay 插畫;
禾流文創編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禾流文創, 11009 .-- 14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16-8 (精裝)
NT$450
鐘樓怪人/維克多.雨果(Victor Hugo)
原著; 許文心改寫; Cin Cin 繪圖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29-8
(EPUB)
寶寶認知黏貼書: 數數 123/黃子耕
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8 .-- 10 面;
26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579 (活頁裝) NT$250
魔術師的帽子/微笑先生文; 王書曼
圖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10 .-- 28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98-4 (精裝) NT$270
魔術師的帽子(探索遊戲書)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25 面;
25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991 (平裝)
驕傲的特技熊/平野雅雅繪圖; 斐然
文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淬書客工作
室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9212-4 (PDF)

魔寵. II, 王冠的祕密/亞當.傑.艾普斯
坦(Adam Jay Epstein), 安德魯.傑考伯
森(Andrew Jacobson)著; 謝靜雯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7-0-6
(EPUB)
魔寵. III, 光榮英雄/亞當.傑.艾普斯坦
(Adam Jay Epstein), 安德魯.傑考伯森
(Andrew Jacobson)著; 謝靜雯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7-1-3
(EPUB)
魔寵. IV, 夢境宮殿/亞當.傑.艾普斯
坦(Adam Jay Epstein), 安德魯.傑考伯
森(Andrew Jacobson)著; 章晉唯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7-2-0
(EPUB)

漫畫書
2.5 次元的誘惑/橋本悠作; 李俊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849-3 (第 3 冊:平裝)
24 區的花子小姐/吉富昭仁作; 賴詠
新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1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50-9 (第 1 冊:平裝)

驕傲的特技熊/平野雅雅繪圖; 斐然
文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淬書客工作
室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9213-1 (EPUB)

26 歲處女、醉後碰上百人斬男上司/
仲春リョウ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49-5
(EPUB)

靈石= Kuzap/林福基故事編著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泰武國小, 11008 .- 46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2-42-9 (精裝) NT$400

33 歲的爸爸被發情期的兒子逼著交
配!?/サンチェ作; 青文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38-7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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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P 情侶分租戀曲/星名あんじ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804-2 (EPUB)
72 小時內可以高潮幾次?: 在被監視
的 密 室 中 連 續 絕 頂 /Kirara Yumemi
著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20-2 (EPUB)
A-PO & A-BO/不然你來當小寶作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慢工文化, 11009 .-28 面; 9X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73-0-8 (第 1 冊:平裝)
A-PO & A-BO/不然你來當小寶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慢工文化, 11009 .-28 面; 9X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73-1-5 (第 2 冊:平裝)
Ask affection 渴愛/与一マキナ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262-4 (EPUB)
BEAST COMPLEX 動物世界/板垣巴
留作; 尤靜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618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7619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0
blanc/中村明日美子作; 楊采儒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6-140-5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141-2 (第 2 冊:
平裝)
Coffee & Vanilla 咖啡和香草/朱神寶
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9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812-8 (第 7 冊:平裝)
Coffee & Vanilla 咖啡和香草. 6/朱神
寶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45-6 (PDF)
Coffee & Vanilla 咖啡和香草. 6/朱神
寶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59-3 (EPUB)
Coffee & Vanilla 咖啡和香草. 7/朱神
寶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46-3 (PDF)
Coffee & Vanilla 咖啡和香草. 7/朱神
寶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60-9 (EPUB)

DEAD DEAD DEMON'S DEDEDEDE
DESTRUCTION: 惡魔的破壞/淺野一
二 0 作; 林子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, 11009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4-854-6 (第 10 冊:平
裝)
DEMON TUNE 魔鬼音律/小玉有起作;
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9644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5965-1 (第 3 冊:平裝)
DKB+: 男子高校弓道社+/佑羽栞作;
盧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86-2 (PDF)
DKB+: 男子高校弓道社+/佑羽栞作;
盧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97-8 (EPUB)
Dr.STONE 新石紀/稲垣理一郎原作;
Boichi 作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661-5 ( 第 22 冊 : 平 裝 )
NT$100
Dr.禽獸與一邊看著我的臉淫叫的抖
S 新娘/飯島凛作; Shion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紳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3-90-3 (PDF)
Dr.禽獸與一邊看著我的臉淫叫的抖
S 新娘/飯島凛作; Shion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紳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3-93-4 (EPUB)
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/鳥山明
原作; とよたろう漫畫; 吳勵誠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63-9 (第 16
冊:平裝) NT$100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種特異點. II, 傳承地底世界雅戈泰
雅戈泰之女/TYPE-MOON 原作; 武中
英雄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10 .-- 204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864-2 (第 3 冊:平
裝)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種特異點. II, 傳承地底世界雅戈泰
雅戈泰之女. 3/TYPE-MOON 原作; 武
中英雄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934-2 (EPUB)

from RED 來 自 豔 紅 /SHU-CREAM
INC.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03-5
(EPUB)
GAPS 渴望/里つばめ作; 趙秋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61-2 (平裝)
NT$140
GATAPISHI 狹縫之聲/新井煮干し子
作; 楊采儒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0 .-- 17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143-6 (平裝)
Get Ready?: 準備好了?. 1/南マキ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87-9 (PDF)
Get Ready?: 準備好了?. 1/南マキ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98-5 (EPUB)
GRANDBLUE 碧藍之海/井上堅二原
作; 吉岡公威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667-7 (第 17 冊:平
裝) NT$130
Jealousy/スカーレット.ベリ子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2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769 (第 5 冊:平裝) NT$150
LET'S! 排 球 少 年 !?/ レ ツ 作 ; 沈 易 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28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06-3 (第
8 冊:平裝) NT$100
LOVE CONQUEST: 愛的獵物/風呂前
有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975-0 (平裝)
May be love 或許是愛/いちかわ壱作;
游非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721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Meltdown. 3/けそシロウ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1009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4-27-9 ( 平 裝 )
NT$230
Meltdown. 3/けそシロウ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32-3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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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ltdown. 3/けそシロウ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46-0 (EPUB)
OFF META 非典型玩家/鮭&鯊[作]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7647-9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26-7648-6 (第 1 冊:平裝
首刷附錄版)
ONE PIECE 航海王/尾田栄一郎作; 許
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712-4 (第 100
冊:平裝) NT$105 .-- ISBN 978-957-267713-1 (第 100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145
ONE PIECE 航海王. 99/尾田栄一郎作;
許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24-7
(EPUB)
SHIBANBAN: 微笑柴犬的調皮日常/
オオゴシヤステル作; shion 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64-4 (PDF)
SHIBANBAN: 微笑柴犬的調皮日常/
オオゴシヤステル作; shion 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84-2 (EPUB)
SHY 靦腆英雄. 3/実樹ぶきみ作; 沈
嘉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54-0
(EPUB)
SUGAR MY BABY/ツノ ナツメ作;
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0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142-9 (平裝)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: 女孩任務
/川原礫原作; 猫猫猫漫畫; 九流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865-9 (第 7 冊:平裝)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: 女孩任務.
7/川原礫原作; 猫猫猫漫畫; 九流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21-2
(EPUB)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: 虛空幻界
/川原礫原作; 緋呂河とも漫畫; 九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66-6 (第 6 冊:平裝)
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: 虛空幻界.
6/川原礫原作; 緋呂河とも漫畫; 九
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27-4 (EPUB)
S 的密約/真村澪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08-8 (PDF)
S 的密約/真村澪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39-2 (EPUB)
TS 朗君的性生活. 5/konomi 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61-3 (平裝)
NT$230
TV 動畫 咒術迴戰 公式入門導讀/芥
見下々作; 張紹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10 .-- 9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642-4 (平裝) NT$260
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/西本ろう作;
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1375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138-2 (下冊:平裝)
T 子%%走/穀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塊文化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77-42-0 (第 1 冊:平
裝)
VIVRE CARD: ONE PIECE 航海王圖
鑑. III/尾田栄一郎作; 許任駒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7690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400 .- ISBN 978-957-26-7691-2 (第 2 冊:平
裝) NT$80 .-- ISBN 978-957-26-7692-9
(第 3 冊:平裝) NT$80 .-- ISBN 978-95726-7693-6 (第 4 冊:平裝) NT$80
whisper&mellow 羞怯輕語的我和濃
情誘惑的你/いせざき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47-1 (EPUB)
X 尋寶探險隊. 34, 鐵甲飛拳: 澳洲.尖
峰石陣.機器人/李國權作; 太陽兵團
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44-1 (EPUB)
※接吻要等 20 歲之後/野乃子作; 曲
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0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57-6 (第 1 冊:平裝)

「讓我來滿足妳。」絕倫偶像消解
性欲的特濃性愛!?/Nene Jonouchi 著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819-6 (EPUB)

小夫妻的火烤新婚生活/花塚栞作;
謝子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631-8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
一本正經的阿壹同學/高橋躑躅作;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0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70-5 (平裝)

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
巨乳 JK/ちる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9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26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250

一起走 taskun mudaan/阿多(Adoor Yeh)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慢工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573-9-0 (EPUB)

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
巨乳 JK. 3/ちる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4-34-7 (PDF)

一 碰就春心 蕩漾理智 線斷裂 / 黒須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71-6 (EPUB)

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
巨乳 JK. 3/ちる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4-48-4 (EPUB)

一輩子糾纏我吧!/厘てく作; 陳家恩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6-8 (平
裝) NT$140

小 心 幸運 數 字 !/ リオナ作; 布丁媽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49-0 (平
裝) NT$140

人形遊戲/池咲ミサ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9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22-4 (平裝) NT$230

大少爺戀上賣身男孩/町田とまと作;
刻托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568 (平裝) NT$140

人形遊戲/池咲ミサ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33-0 (PDF)
人形遊戲/池咲ミサ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47-7 (EPUB)
人妻性愛馬殺雞!: 拜託...用力把肉棒
捅進我飢渴的體內吧!/モフ 2 製作所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40-2 (EPUB)
二條課長的陰道高潮開發課程: 沉溺
於 S 的甜蜜刺激/白崎詩乃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61-7 (EPUB)
入 間 同學 入 魔了 !/ 西修作; 陳楷錞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696-7 (第 1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697-4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26-7698-1 (第 3 冊:平裝) NT$100
大小姐也想成為戀愛喜劇的男主角!.
1/わたりさえ作; 蘇奕軒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755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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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本命變成了我的學生!?/紗嬉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238-9 (EPUB)
大仙術士李白. 7/葉明軒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48-2 (EPUB)
小老虎的日常生活/春野アヒル作;
小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448 (平裝) NT$140
女朋友 and 女朋友/ヒロユキ作; 林志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233 (第 4 冊:平裝) NT$100
三姊妹來誘惑我!!. 1/長谷良えりあ
作; 逝人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38-0
(EPUB)
久保同學不放過我/雪森寧々作; 陳
瑞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704-9 (第 3 冊:
平 裝 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7705-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
下流賤貓在磨情慾之爪/天王寺ミオ
作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09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862-1 (平裝)
小狸貓和小狐狸 冬天的故事/アタモ
ト作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9 .-- 7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637-0 (平裝) NT$290
已婚者宇佐美想被粗暴對待/おまゆ
作 ; 呂 郁 青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41-0 (EPUB)
小晶老師不可告人的秘密. 2/志賀乃
夷織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81-4 (PDF)
小晶老師不可告人的秘密. 2/志賀乃
夷織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11-8 (EPUB)
大黑暗. 3/林田球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47-0 (PDF)
大黑暗. 3/林田球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61-6 (EPUB)
小僧來參訪!/山本小鉄子作; 曾瀞玉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58-5 (第
10 冊:平裝) NT$140
小說家與家政夫. 2/梶ヶ谷ミチル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84-6 (EPUB)
小學生 半澤直樹. 1/池井戸潤原作;
大沖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059-0 (PDF)
小學生 半澤直樹. 1/池井戸潤原作;
大沖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079-8 (EPUB)
王子的雙唇要吻遍妳全身!: 一本正
經王子的甜蜜溺愛/七里慧, 園内か
な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69-3 (EPUB)
今日、請了特休/倫敦巴里子作;
mido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48-6 (平裝)
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/八ツ橋皓原
作; 四つ葉ねこ漫畫; 黃品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6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42-4 (第
2 冊:平裝)
凶宅和巧克力/烏間ル作; 楊采儒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192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326 (平裝)
凶宅和巧克力/烏間ル作; 楊采儒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48-7 (PDF)
凶宅和巧克力/烏間ル作; 楊采儒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62-3
(EPUB)
不良上司他未免也太可愛!!/竹輪つ
ぼ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254-9 (EPUB)

夫妻甜蜜物語/克.亜樹作; 捲毛太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840-0 (第 79 冊:平裝)
化物語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作;
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674-5 (第 14 冊:平裝) NT$130
水流向大海/田島列島作; 陳楷錞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33-2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30
不要被魔吃嗎?/柴宮幸作; Akane 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788-6 (PDF)
不要被魔吃嗎?/柴宮幸作; Akane 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799-2
(EPUB)

不良少年 Ω 屬於獸王大人!/九マ 564
著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21-9 (EPUB)

之後就是私人領域/後藤美沙紀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0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58-3 (第 1 冊:平裝)

天使 1/2 方程式. 8/Akane 作; 日高万
里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89-3 (PDF)

月 島 的 刺 殺 方 法 . 1/ 藤 原 ヒ ロ 作 ;
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91-6 (PDF)

天使 1/2 方程式. 8/Akane 作; 日高万
里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00-5 (EPUB)

月 島 的 刺 殺 方 法 . 1/ 藤 原 ヒ ロ 作 ;
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02-9 (EPUB)

天使 1/2 方程式. 9/Akane 作; 日高万
里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90-9 (PDF)

內射直球對決!/kakao 作; 堤風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91-0 (PDF)

天使 1/2 方程式. 9/Akane 作; 日高万
里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01-2 (EPUB)
王者天下/原泰久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224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26-5 (第
56 冊:平裝)
王者天下. 56/原泰久作; 鄭世彬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49-4 (PDF)
王者天下. 56/原泰久作; 鄭世彬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63-0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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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射直球對決!/kakao 作; 堤風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94-1 (EPUB)
今晚有貓伴身邊. 1/咕嚕 Z 作; 林慧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91-3
(EPUB)
今晚就找我解決吧: 失戀當天,狡猾
甜蜜的纏綿歡愛/みつき和美著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22-6 (EPUB)
中華小廚師!極/小川悦司作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69-1 (第
10 冊:平裝) NT$100

天然小闆娘與暖男竹馬戀愛修行中/
こぐま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51-8 (EPUB)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/樋口朝作; 623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20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25-8 (第 28 冊:平裝)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/樋口朝作; 623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21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68-2 (第 29 冊:平裝)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. 28/樋口朝作;
623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48-4 (PDF)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. 28/樋口朝作;
623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51-4 (EPUB)

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63-1 (EPUB)
主人,請你成為我的伴侶/永乃あづみ
作 ; 卓 敏 兒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42-7 (EPUB)
巨人族的新娘. 3/ITKZ 作; ALATA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43-4 (EPUB)
白 石 同 學 的 動 級 生 . 2/ チ ノ ク 作 ;
CHIKA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57-1
(EPUB)
瓦尼塔斯的手札/望月淳作; 平川遊
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 23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096-5 (第 8 冊:平裝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4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72-9 (EPUB)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5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54-5 (PDF)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5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73-6 (EPUB)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6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56-9 (PDF)

失色世界. 3/KENT 作; 湯伊蘋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756-4 (EPUB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6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74-3 (EPUB)

不曾結束的友情和單戀論/美和作;
黃依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759-9 (平裝) NT$140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1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49-1 (PDF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7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52-1 (PDF)

不過是侍女...卻拔出了聖劍!/あきの
みどり原作; 言炎漫畫; 陳姿君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0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20-9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40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1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69-9 (EPUB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7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75-0 (EPUB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2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55-2 (PDF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8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53-8 (PDF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2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70-5 (EPUB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8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76-7 (EPUB)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3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50-7 (PDF)

母乳醬想要噴出來。. 總集篇/ひつ
じ た か こ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010 .-- 1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68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580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3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71-2 (EPUB)

只要我們用這個的話就能拿到 5 萬
了對吧!?/たかみや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10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70-5 (平裝) NT$280
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. 4/古谷實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51-4 (PDF)

世界盡頭的索爾特/水上悟志作; 林
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7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094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
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/水安里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10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131-3 (第 7 冊:平裝)
天獄/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; 洪子喬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23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115-3 (第 10 冊:平裝)
文豪 Stray dogs: DEAD APPLE. 3/文豪
Stray dogs DA 製作委員會原作; 銃爺
作; 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835-2 (EPUB)
勿說是推理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417 (第 7 冊:平裝)
心蕩神馳蜜愛按摩: 在初戀對象的激
烈愛撫下高潮.../七尾ヱル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出租女友/宮島禮吏作; 蔡夢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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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71-4 (第 22
冊:平裝) NT$100
打倒勇者 Vol.1/楊政諭漫畫; 黃色書
刊編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54-8-1 (EPUB)
只送給你的抱抱治療法/宮田トヲル
作 ; 張 芳 馨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645-5 (平裝) NT$140
用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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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30-9 (平裝) NT$250
用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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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35-4 (PDF)
用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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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49-1 (EPUB)
失業爸爸轉職成巨乳女高中生遊戲
實況主/糸吉了一作; 咖比獸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14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673 (第 1 冊:平裝)
失業爸爸轉職成巨乳女高中生遊戲
實況主. 1/糸吉了一作; 咖比獸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22-9
(EPUB)
可愛過頭大危機/城戶みつる作; 林
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1 .-- 21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51-6 (第 2 冊:平裝)
主管大人硬上弓/あずみつな作; 帽
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28-4 (EPUB)
北歐貴族與猛禽妻子的雪國狩獵生
活/江本マシメサ原作; 白樺鹿夜漫
畫; 黎維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11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39-4 (第 1 冊:平裝)
用親吻交織的戀愛滋味/なべうま作;
亞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44-1
(EPUB)

再也無法品嚐的果實之味/藤峰大和
作; 雛倉紗梨惠原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82-1 (PDF)

老師的肌膚之下/尻乃あわい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99 (平裝) NT$160

再也無法品嚐的果實之味/藤峰大和
作; 雛倉紗梨惠原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12-5 (EPUB)

老師是壞孩子嗎?/山口すぐり作; 徐
柔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193 (平裝) NT$160

死亡鐮刀波濤胸湧. 2/さふぁ太作;
CHIKA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39-7
(EPUB)

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/高
瀨若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5966-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00-5967-5 (第 2 冊:平裝)

血之轍/押見修造作; 蔡夢芳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7699-8 (第 6 冊:平裝) NT$140 .- ISBN 978-957-26-7700-1 (第 7 冊:平
裝) NT$140
因他的味道而陷入強制發情!/ぐりだ
そうむ著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23-3
(EPUB)
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/下條水月作;
風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1 .-- 25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37-0 (第 3 冊:平裝)
交往 0 日的婚姻,被冷酷帥哥溺愛的
我/fujiroman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95-3 (EPUB)
如果世界化為黑夜/むちまろ作; 游
非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32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
因為這樣,昨天被奪走了/夜神里奈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19-7 (第 3 冊:平裝)

在家學更好!溫柔親子性教育: 從幼
齡到青春期,認識性別&保護自己
/Mami Fukuchi(フクチマミ), 村瀨幸
浩作; 呂沛餘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824-6 (EPUB)
在雪女的迷途之家內過著恩恩愛愛
的後宮性生活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34-28-6 ( 平 裝 )
NT$580
在雪女的迷途之家內過著恩恩愛愛
的後宮性生活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36-1 (PDF)
在雪女的迷途之家內過著恩恩愛愛
的後宮性生活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50-7 (EPUB)
回答我 answer me./三木原針作; 瓜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69-9 (平裝)

因為這樣,昨天被奪走了. 3/夜神里奈
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50-0 (PDF)

再舒服也不能發出聲音?: 秘密男友
的奢華調教法/斉木マキコ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45-7 (EPUB)

因為這樣,昨天被奪走了. 3/夜神里奈
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64-7 (EPUB)

灰與水。喜歡與否之後再說/さやい
んげ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55-6 (EPUB)

任俠黑道後宮: 堂王子爭奪戰♂/と
やま十成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82-2 (EPUB)

地獄遊行. 2/布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原動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54-6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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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蝶翩翩/HUN 作; JIMMY 漫畫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3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970 (平裝)
危險情人愛上我/転はくと作; 刻托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55-1 (平
裝) NT$140
回憶樹降下來的雪/南宮燠作 .-- 高雄
市 : 南宮燠, 11008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275-9 ( 平 裝 )
NT$360
呀!他的報恩太色了!: 魔法師與總務
山田小姐/小中いえやす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796-0 (EPUB)
抖 S 社長的甜蜜溺愛方式/茜はづき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74-7 (EPUB)
吶~老師,妳不懂嗎?. 1/曲冰熙作; 羽
萱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83-8 (PDF)
吶~老師,妳不懂嗎?. 1/曲冰熙作; 羽
萱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13-2 (EPUB)
吶~老師,妳不懂嗎?. 2/曲冰熙作; 羽
萱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84-5 (PDF)
吶~老師,妳不懂嗎?. 2/曲冰熙作; 羽
萱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14-9 (EPUB)
私 人. 秘 書 / 鳥海よう子作; 何硯鈴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876-9 (平裝)
你也差不多該死心了!/米代恭作; 露
露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132-0 (第 2 冊:平裝)
妖幻三重奏/矢吹健太朗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60-8 (第
5 冊:平裝) NT$100
我內心的糟糕念頭/桜井紀雄作; 蔡
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60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087 (第 3 冊:平裝) NT$100

你好可愛,我的義兄/毒液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05-9 (EPUB)
扭曲的我被溺愛了/響愛作; 曲冰熙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56-9 (第 1 冊:平裝)
把同班的偶像 Vtuber 試著變成男子
全員的性伴侶/藤崎ひかり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34-63-7 ( 平 裝 )
NT$230

即使只有一次,都讓人後悔/宮原都作;
小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10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868-0 (第 1 冊:平裝)
即使只有一次,都讓人後悔。. 1/宮原
都作; 小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931-1 (EPUB)
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/山本崇一朗
作; Niva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701-8 (第 3 冊:平裝) NT$130

那份愛過度異常/上川きち作; 謝旻
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9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855-3 (平裝)

我的男友與理想中差很多/漣ライカ,
御厨翠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39-6 (EPUB)

把我自己都給妳: 犯規的鄰居/七里
慧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85-3 (EPUB)

求妳快走吧,阿久津!/長岡太一作; 小
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53-6 (第 1 冊:平裝)

佐伯同學在睡覺. 5/春原ロビンソン
原作; 小菊路よう漫畫; 霖之助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776-2 (EPUB)

求妳快走吧,阿久津!. 1/長岡太一作;
小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36-6 (EPUB)

我男朋友喜歡的人/リッケン作;
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0 .-- 22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130-6 (平裝)

我的形狀/つくも号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10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71-2 (平裝) NT$280

妖怪、寵溺/黒兎ももか作; 鄭世彬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792-3
(PDF)
妖怪、寵溺/黒兎ももか作; 鄭世彬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03-6
(EPUB)
我的上司為何這樣!?: 神啊~請聽我
的願望!!/阿噗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88-4
(EPUB)
我的不平凡老闆/輪子湖わこ作; 布
丁媽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24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271 (平裝) NT$160
妖怪手錶. 18/小西紀行作; LEVEL-5
Inc.原作.監修; 謝孝薇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774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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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屁股沒有那麼萌!?/紫妲たかゆ
き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67-9 (EPUB)
我的命定之人是種馬 Ω/あらた六花
作; mido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36-3 (平裝)
我的青梅竹馬有夠麻煩/シヲザキシ
ヲ 作; MON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文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45-8 (EPUB)
我的英雄學院/堀越耕平作; 趙聖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59-2 (第
31 冊:平裝) NT$100
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
胃/友麻碧原作; 衣丘わこ作; 蔡孟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69-7 (第 7 冊:平裝)
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
胃. 7/友麻碧原作; 衣丘わこ作; 蔡孟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23-6 (EPUB)
我的專屬攝影師/溝口ぐる作; 李其
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51 (平裝) NT$140
你的撫摸方法和調教方法/かさいち
あき作; 劉維容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9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617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58-8
(EPUB)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24-0 (第 3 冊:
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20

我倔強的純種馬/佐倉リコ作; 游若
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49-9 (平裝)

我想成為影之強者!/逢沢大介原作;
坂野杏梨漫畫; 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14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56-7 (第
4 冊:平裝)

我倔強的純種馬/佐倉リコ作; 游若
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19-9 (EPUB)

我想成為影之強者!. 4/逢沢大介原作;
坂野杏梨漫畫; 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28-1 (EPUB)

我的警察先生/にやま作; AKIRA 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351 (第 2 冊:平裝)

我們想回家了= 僕たちはもう帰り
たい/さわぐちけいすけ作; 唯川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
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41-454-0 (平裝) NT$360

我的警察先生. 2/にやま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46-4 (EPUB)

我被性癖怪異的男人盯上了。 /bov
作; 青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35-6 (第 1 冊:平裝)

男裝角色扮演者 COSPLAY 攝影/ひ
ら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37-8
(PDF)

你是我的太陽/秋葉東子作; 柚子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176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446 (平裝)

我深愛的大野狼/佐倉リコ作; 游若
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50-5 (平裝)

男裝角色扮演者 COSPLAY 攝影/ひ
ら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51-4
(EPUB)

完美的緋聞. 1/菊乃杏作; 蘇涵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85-2 (PDF)

我深愛的大野狼/佐倉リコ作; 游若
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20-5 (EPUB)

狂愛達令. 1/星森雪最作; 蔡雨璇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17-0
(EPUB)

我就是無法違逆 S 嘛/響愛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8104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5811-1 (第 4 冊:平裝)

狂愛達令. 1/星森雪最作; 蔡雨璇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45-3 (PDF)

完美的緋聞. 1/菊乃杏作; 蘇涵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15-6 (EPUB)
完美的緋聞. 2/菊乃杏作; 蘇涵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86-9 (PDF)
完美的緋聞. 2/菊乃杏作; 蘇涵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16-3 (EPUB)
我要開動了,小野狼。/小夏うみれ作;
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0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76-7 (平裝)
你真可愛,花森同學/しおからにがい
作; 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0 .-- 21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128-3 (平裝)
我家的小惡魔/よこざわ作; 徐柔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50-6 (平裝)
NT$140
我家狗狗撿到喵。. 2/竜山沙由里作;
M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

我 就 是 無 法 違 逆 S 嘛 . 3/ 響 愛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37-1 (PDF)
我 就 是 無 法 違 逆 S 嘛 . 3/ 響 愛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74-6 (EPUB)
我 就 是 無 法 違 逆 S 嘛 . 4/ 響 愛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38-8 (PDF)
我 就 是 無 法 違 逆 S 嘛 . 4/ 響 愛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75-3 (EPUB)
呆萌酷男孩/那多ここね作; 厭世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144 面; 21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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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裝角色扮演者 COSPLAY 攝影/ひ
ら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20-0 (平裝) NT$280

狂愛達令. 2/星森雪最作; 蔡雨璇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87-6 (PDF)
狂愛達令. 2/星森雪最作; 蔡雨璇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18-7
(EPUB)
吻過傷痕/あまきいお作; 黛西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35-7 (PDF)
吻過傷痕/あまきいお作; 黛西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36-4 (EPUB)
那 道 鎖 ... 可 以 幫 我 打 開 嗎 ?/Mitsuki
Masa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97-7
(EPUB)
狂賭之淵. 14/河本ほむら原作; 尚村
透作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77-9 (EPUB)
狂賭之淵雙. 11/河本ほむら原作; 齋
木桂作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78-6 (EPUB)

來自指尖的真摯熱情: 輕浮男消防員
帶著熱烈眼神擁抱我/川野タニシ作;
卓敏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34-9 (第 3 冊:平裝)

邪劍先生十分搖擺. 5/飛田二木壱作;
談曉珍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59-5
(EPUB)

來自指尖的真摯熱情: 輕浮男消防員
帶著熱烈眼神擁抱我. 2/川野タニシ
作 ; 卓 敏 兒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47-2 (EPUB)

妖貓大人是也/早寝電灯作; 徐柔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53-7 (平裝)
NT$160

東京外星人/NAOE 作; 林志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43-1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40

那應該算是求愛/芽玖いろは作; 和
靜清寂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46-5
(EPUB)
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5 粒的媚藥/佐佐木
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9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813-5 (平裝)

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/
まめちょろ原作; 米田和佐漫畫; 劉
佳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61-1 (第 2 冊:平裝)
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5 粒的媚藥/佐佐木
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39-5 (PDF)

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.
2/まめちょろ原作; 米田和佐漫畫;
劉佳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35-9 (EPUB)
杜鵑婚約/吉河美希作; 澤野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55-4 (第 7 冊:
平裝) NT$100
來,盡情對老師撒嬌吧?托兒所老師
的撒嬌溺愛課程/ゴゴちゃん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268-6 (EPUB)
雨月堂骨董店/露久ふみ作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8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22-3 (平
裝) NT$140
金甲玫瑰. 3, 黑色石板= Rose armor/
鐵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鐵柱,
11009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27-8 (平裝) NT$160
初次見面就結婚更秒衝洞房!?英倫
情人的床上溺愛,既激烈又甜蜜!/ル
シウス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41-9 (EPUB)
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5 粒的媚藥/佐佐木
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76-0 (EPUB)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6 場戀曲的秘事/佐
佐木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9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5814-2 (平裝)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6 場戀曲的秘事/佐
佐木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840-1 (PDF)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6 場戀曲的秘事/佐
佐木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877-7 (EPUB)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7 色的色戀/佐佐木
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10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955-2 (平裝)
房東阿嬤與我: 從今以後/矢部太郎
作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
經典圖文傳播, 11008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9-4-7 (平裝)
NT$320
炎炎消防隊/大久保篤作; 張紹仁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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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72-1 (第 30
冊:平裝) NT$100
房東酒後超亂性...誰忍得住!/彩枚サ
トル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283-9 (EPUB)
於是一切就此開始/内田カヲル漫畫;
小春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東販, 11009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863-8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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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0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241 (第 7 冊:平裝)
青春期的我們(過往與將來)/たなと
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23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616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50
青春播放不間斷/水瀨藍作; 蘇涵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16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234 (第 5 冊:平裝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1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90-6
(PDF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1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21-7
(EPUB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2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91-3
(PDF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2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22-4
(EPUB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3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92-0
(PDF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3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23-1
(EPUB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4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51-7
(PDF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4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65-4
(EPUB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5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52-4
(PDF)
青春播放不間斷. 5/水瀨藍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66-1
(EPUB)
空 挺 Dragons/ 桑原太矩作; 林家祥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8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68-4 (第
11 冊:平裝) NT$130
狐琉皇/ホン.トク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9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29-3 (平裝) NT$280
狐琉皇/ホン.トク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4-39-2 (PDF)
狐琉皇/ホン.トク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4-53-8 (EPUB)

來剪頭髮吧。. 1/高橋しん作; 豬排
飯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93-0 (PDF)

花樣大野狼/75 作; 曾怡華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681-3 ( 平 裝 )
NT$140

來剪頭髮吧。. 1/高橋しん作; 豬排
飯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04-3 (EPUB)

放學後中毒/川上千尋作; 揪揪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166 (第 3 冊:平裝)
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. 5/
しめさば原作; 足立いまる作; umo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36-9 (EPUB)

放學後堤防日誌. 6/小坂泰之作; 洪
兆賢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60-1
(EPUB)

性感助手/naop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9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23-1 (平裝) NT$200
性感助手/naop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4-38-5 (PDF)
性感助手/naop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4-52-1 (EPUB)
亞當的肋骨/みちのくアタミ作; 田
心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1 .-- 24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146-7 (第 2 冊:平裝)

居酒屋明樂/ヤマシタトモコ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06-6 (EPUB)

姊嫁物語. 13/森薰作; Demi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52-9
(EPUB)

非常正義/冷絕原著; Akoln 漫畫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飛魚創意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62-5-1
(EPUB)

性愛拍攝!魔鏡卡車/故珍子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72-9 (平裝)
NT$250
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. 2/
二丸修一原作; 井冬良漫畫 ; umo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54-3 (EPUB)

非槍人生 NO GUNS LIFE. 8/カラス
マタスク作; 伶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61-8 (EPUB)

性教育 120%/田滝ききき原作; ほと
むら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13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62-8 (第 1 冊:
平裝)
性教育 120%. 1/田滝ききき原作; ほ
とむら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924-3 (EPUB)

和輕浮又甜蜜的郵遞員先生在玄關
熾烈地做愛。/つつらひの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798-4 (EPUB)
阿爾蒂. 11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61-3 (PDF)
阿爾蒂. 11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81-1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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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臉的歲月: 記 1629 梯. 3/李鴻欽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4-9-8
(EPUB)
性癖是西裝/河丸慎作; 曲冰熙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16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613 (第 1 冊:平裝)
法醫與刑警的不純關係。/うたみつ
ほ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75-4 (EPUB)
怪獸 8 號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20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521 (第 2 冊:平裝)
初戀 X 再一次. 2/華谷艷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88-3
(PDF)
初戀 X 再一次. 2/華谷艷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19-4
(EPUB)
初戀 X 再一次. 3/華谷艷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89-0
(PDF)
初戀 X 再一次. 3/華谷艷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20-0
(EPUB)
為了愛上春天/吳宇實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9 .-- 19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4-7-4 (平裝)
要小心獨行俠黑幫分子!?拒絕強制
徵收的愛情!/あおい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42-6 (EPUB)
星之丘白金大樓 203 號室/会川フゥ
作; 鍾明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64-6 (平裝)
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. 5/鶴谷香央理
作; 丁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23-9 (EPUB)
春天還會再來嗎秋天會知道: 一見面
就結婚/藤原規代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52-5
(EPUB)
玷汙純真之吻/五月女えむ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07-3 (EPUB)
美男戰國: 想不想成為天下人的女人
呢?/CYBIRD 原作; 梶山ミカ漫畫; 尤
靜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629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
勇者死了!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
挖的陷阱裡。. 12/昇一作; 陳鈞然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62-5 (EPUB)
前後夾攻催眠 3P 情色陷阱/k.k うさ
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50-1 (EPUB)
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. vol.2/天野ど
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187 (平裝) NT$260
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. vol.2/天野ど
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41-5 (PDF)
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. vol.2/天野ど
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55-2
(EPUB)
香格里拉之鳥/座裏屋蘭丸作; 田心
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 2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136-8 (第 2 冊:平裝)
首麻里傳奇/手塚治虫原作; 章澤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9 .-- 24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859-1 (第 3 冊:平裝)

帝都初戀心中. 7/蜜樹海湖作; 優希
米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53-1 (PDF)

春與綠/深海紺作; Cato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20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70-3 (第
3 冊:平裝)

帝都初戀心中. 7/蜜樹海湖作; 優希
米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67-8 (EPUB)

春與綠. 3/深海紺作; Cato 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37-3 (EPUB)

星期一的豐滿/比村奇石作; 謝子庭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757-5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758-2 (第 2 冊:
平裝)
星期一的豐滿(青版)/比村奇石作; 謝
子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513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
穿著泳衣搭滿員電車,是想被...好硬...
老師的那根頂進來了!/gento 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272-3 (EPUB)
穿越時空之後華麗轉生變惡女: 一絲
不掛跟王子在床上!?強硬的舌頭好
煽情...!/稲葉ふら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76-1
(EPUB)
穿越時空回到高二的我,對當時喜歡
的老師告白後的結果. 1/ケンノジ原
作; 松元こみかん漫畫; 蘇奕軒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780-9 (EPUB)
穿越異世界把伴侶帶回家: 與獸人
α 產下愛的結晶/キサラ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77-8 (EPUB)
柘植義春漫畫短篇集. 1/柘植義春作;
黃碧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39-0 (EPUB)
柘植義春漫畫短篇集. 2/柘植義春作;
黃碧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40-6 (EPUB)
相遇在透明的世界/ISIKI 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70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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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戰 5 秒殊死鬥. 7/はらわたさいぞ
う原案;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; 小天野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79-3 (EPUB)
貞操逆轉世界/天原原作; 万太郎漫
畫; 霖之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1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63-9 (第 2 冊:平裝)
貞操觀念零分的女番長的媽媽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255 (平裝) NT$250
貞操觀念零分的女番長的媽媽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40-8 (PDF)
貞操觀念零分的女番長的媽媽/水龍
敬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54-5
(EPUB)
家人的愛、戀人的愛/ツキヨノ 136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81-5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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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853-9 (第 19 冊:平裝)
鬼上司.獄寺想被曝光。/あらた六花
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11 .-- 17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30-1 (平裝)
修女和吸血鬼/暁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626-00-5953-8 (第 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5954-5 (第 6 冊:
平裝)
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. 21/亞樹直作;
沖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057-6 (PDF)
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. 21/亞樹直作;
沖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077-4 (EPUB)

冊:平裝限定版) .-- ISBN 978-626-303833-2 (第 10 冊:平裝典藏版)

桃色.派遣.遇上麻煩/にこ山 P 蔵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2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34-0 (平裝)

能夠乖乖等候嗎?/内海ロング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117 (平裝) NT$140

粉色創傷症候群/縞ほっけ作; 李芸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3-7 (平
裝) NT$140

海盜戰記 VINLAND SAGA/幸村誠作;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656-1 (第 25 冊:平裝) NT$100

冥府狩獵者. 4/蝴蝶(Seba)原著; 陳漢
民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悅智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88-0-0 (EPUB)

倉鼠助六的日常: 目標環遊世界
/GOTTE 作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128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95-6 (平裝)

眠姦合宿在那之後: 和田徑女子.仁
木實乃莉放學後的秘密特訓.../ビフ
ィダス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42-2
(PDF)

倉鼠助六的日常: 目標環遊世界
/GOTTE 作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939-7 (EPUB)

眠姦合宿在那之後: 和田徑女子.仁
木實乃莉放學後的秘密特訓.../ビフ
ィダス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56-9
(EPUB)
眠姦合宿在那之後和田徑女子.仁木
實乃莉放學後的秘密特訓.../ビフィ
ダス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19-4 (平裝) NT$250
捕食者的餐桌/夢唄よつば作; 橘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15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72-9 (平裝)
純真直男的我,竟然身不由己就在死
黨面前硬起來。/飴シロ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60-0 (EPUB)
哥哥的朋友/志村貴子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08-0 (EPUB)
哥哥拿有栖沒轍/文日野ユミ作; 黛
西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0 .-- 16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71-2 (平裝)
迷宮飯/九井諒子作; 謝孝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3-831-8 (第 1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832-5 (第 10

桃源暗鬼/漆原侑来作; 江昱霖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7-5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00
家貓野良不擅長應對大型犬/藤谷一
帆作; 和靜清寂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48-9 (EPUB)
破壞我世界的男人/森谷理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09-7 (EPUB)
拳願阿修羅/三肉必起.牙霸子原作;
達露沒恩作畫; 沙輪忍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23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62-2 (第 24
冊:平裝)
拳願阿修羅. 23/達露沒恩作畫; 三肉
必起.牙霸子原作; 沙輪忍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781-6 (EPUB)
神籤村/大見武士作; 凜峰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707-0 (第 3 冊:平裝)
NT$140
第 10 年、無法按照劇本走的戀情/椋
太郎作; l 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9 .-- 168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5833-3 (平裝)
第 10 年、無法按照劇本走的戀情/椋
太郎作; 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841-8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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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年、無法按照劇本走的戀情/椋
太郎作; 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873-9 (EPUB)
第 10 年的初戀/のきようこ作; 優希
米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9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28-9 (平裝)
第 10 年的初戀/のきようこ作; 優希
米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77-4 (EPUB)
第 10 年的初戀/のきようこ作; 優希
米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78-1 (PDF)
第九號愛麗絲/拆野拆替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威向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5-208-9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60
祥太,我愛你!/にたこ作; 陳俐忻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67-5 (PDF)
祥太,我愛你!/にたこ作; 陳俐忻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88-0 (EPUB)
終末的女武神/梅村真也原作; アジ
チカ作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6202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957-26-7621-9 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 .- ISBN 978-957-26-7622-6 (第 6 冊:平
裝) NT$130
異世界悠閒農家. 7/內藤騎之介原作;
劍康之漫畫; AC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55-0 (EPUB)
啟示錄四騎士/鈴木央作; 林志昌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7640-0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10 .-- ISBN 978-957-26-7641-7 (第
2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95726-7652-3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120
健身房的小哥哥太色情!!: 要和我來
個夜間練習嗎?/目黒作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99-1 (EPUB)

被束縛的魔王/カノンチヒロ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10-3 (EPUB)
部門人事調整公告. 番外篇, 公私距
離/Ami 亞海著, TEI 繪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41%海風的甜度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424-8-3
(EPUB)

這是愛、不是戀. 2/梅澤麻里奈作;
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72-2 (EPUB)
野狼先生不吃嗎?/小石川あお作; 平
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1 .-- 22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147-4 (平裝)

船長的幼女生活的說!/矼房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24-8 (平裝)
NT$230

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!/いみぎむる作;
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10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873-4 (第 13 冊:平裝)

船長的幼女生活的說!/矼房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4-43-9 (PDF)

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!. 13/いみぎむ
る作; 劉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925-0 (EPUB)

船長的幼女生活的說!/矼房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4-57-6 (EPUB)
通往夏天的隧道,再見的出口 群青/
八目迷原作; 小うどん漫畫; 王杉珊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26-4 (第
1 冊:平裝) NT$130
御姐實況 不獸控制: 出乎意料的超
現實 4D 肉體遊戲!?/黑澤一重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287-7 (EPUB)
宿命戀人/KAZUTAKA 原作; 智弘櫂
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702-5 (第 7 冊:平裝) NT$130
這是愛、不是戀/梅澤麻里奈作; 優
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821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5822-7 (第 2 冊:平裝)
這是愛、不是戀. 1/梅澤麻里奈作;
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56-2 (PDF)
這是愛、不是戀. 1/梅澤麻里奈作;
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71-5 (EPUB)
這是愛、不是戀. 2/梅澤麻里奈作;
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57-9 (PDF)

被偽娘 coser 攻略中/ジャギ岩著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824-0 (EPUB)
甜甜圈之愛/でん蔵作; 曾怡華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8-2 (平裝)
NT$140
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/佐野愛莉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15-9 (第 2 冊:平裝)
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. 1/佐野愛莉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55-5 (PDF)
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. 1/佐野愛莉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70-8 (EPUB)
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. 2/佐野愛莉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46-0 (PDF)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60-6 (平
裝) NT$280
理想的戀愛條件/灰田ナナコ作; 曾
怡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943 (平裝特裝版) NT$180
這裡面只有我可以看,對吧?: 臉兇小
妹與可愛過頭的變態君 /七日ヨウ
著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25-7 (EPUB)
偶像大人的寵溺女孩!?. 2/黃綠莉央
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893-7 (PDF)
偶像大人的寵溺女孩!?. 2/黃綠莉央
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924-8 (EPUB)
掠奪者. 16/水無月すう作; 小天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37-6 (EPUB)
掠奪者. 17/水無月すう作; 小天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38-3 (EPUB)
偶像夢幻祭 Ready For Star. 2/南々菜
奈々作; 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54-8 (PDF)
偶像夢幻祭 Ready For Star. 2/南々菜
奈々作; 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68-5 (EPUB)
甜蜜餵食生活/依子作; 夏未央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52-0 (平裝)
NT$140

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. 2/佐野愛莉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49-1 (EPUB)

淫靡辦公室亂世: 溺愛♥奪取天下
的逆後宮/倖月さちの, 朝陽ゆりね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64-8 (EPUB)

陰陽眼見子. 5/泉朝樹作; 楊采儒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39-0
(EPUB)

偽戀直達航班/蛯波夏, 御堂志生作 .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257-0 (EPUB)

淫溺の令嬢. 5, 冷淡的親吻/クロエ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48 面;

惡徳淫醫/一宮夕羽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69-9 (平裝) NT$2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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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七龍珠英雄 宇宙大霹靂任務!!!/永
山由貴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664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5
給不滅的你/大今良時作; 林志昌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73-8 (第 16
冊:平裝) NT$100
就由我來填滿妳寂寞的身心: 我被男
友的弟弟擁抱了/可児いとう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278-5 (EPUB)
就只是炮友。/室多多作; 曲冰熙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95-1 (PDF)
就只是炮友。/室多多作; 曲冰熙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26-2
(EPUB)
貼身保鑣晚上也勇猛無比: 奴隸對待
退散霸氣嬌寵補上/uni 作畫; 伊吹芹
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65-5 (EPUB)
渴求愛的表面關係/百瀬あん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141 (平裝) NT$140
無法反抗的理由/中見トモ作; 布丁
媽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20 (平裝) NT$140
絕命制裁 X. 22/佐藤ショウジ作; 楊
學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57-4 (EPUB)
黃昏流星群/弘兼憲史著; 洪子喬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20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146 (第 63 冊:平裝)
童貞虎與傲嬌兔/美和作; 夜原優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16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296 (平裝)
童貞虎與傲嬌兔/美和作; 夜原優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42-5 (PDF)
童貞虎與傲嬌兔/美和作; 夜原優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78-4
(EPUB)

11009 .-- 27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27-2 (平裝)

童貞滅絕列島. 2/川崎順平作; 林香
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64-9 (EPUB)

無論黎明或是黃昏/倉橋トモ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253-2 (EPUB)

尋能第 4 小隊= The 4th force/腦高原
作;爛貨習作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海穹文化, 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674-3-1 (平裝)
最高機密 season0/清水玲子作; 尤靜
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578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50
最強的魔導士,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
為鄉下的衛兵/えぞぎんぎつね作;
アヤノマサキ漫畫; 呂郁青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6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61-5 (第
1 冊:平裝)
渴望靈魂雙生伴侶/相音きう作; 熊
次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68-2 (PDF)
渴望靈魂雙生伴侶/相音きう作; 熊
次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87-3 (EPUB)

黑貓夢想轉角遇見狼王子?/野津ウ
ドン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259-4 (EPUB)
距離這麼近怎麼談戀愛/中田アキラ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11-0 (EPUB)
黑瀨,我們私下談談。/カキネ作; 和
靜清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60-8 (平裝)
黑鐵魔法師. 2/迷井豆腐原作;もくふ
う漫畫; 蒼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858-1 (EPUB)
喜歡的一半/織田綺作; 蔡雨璇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94-4 (PDF)
喜歡的一半/織田綺作; 蔡雨璇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25-5 (EPUB)

菈菈的婚禮/ためこう作; 紅蠍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857-7 (第 2 冊:平裝)

喜歡的東西/貓田リコ作; 張凱倫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20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337 (平裝)

菈菈的婚禮. 第一卷/ためこう作; 紅
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850-8 (EPUB)

喜歡過頭,自制力為零!!警官前男友
的寵溺性愛/Yurin Sakuraba 著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26-4 (EPUB)

黑暗集會. 2/近藤憲一作; 李俊銘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765-6 (EPUB)

愛上你的雙重面孔/柳瀬せの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279-2 (EPUB)

無節操☆Bitch 社/おげれつたなか作;
刻托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20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257 (第 4 冊:平裝特裝版) NT$190
絕對不能談情說愛的性慾同居生活:
肉 食 系 偶 像 的 愛 愛 管 理 辦 法 /poco.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58-7 (EPUB)
無盡的世界(新裝版)/蛇龍どくろ作;
橘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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裏世界遠足/宮澤伊織原作; 水野英
多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264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856-1 (第 4 冊:平裝)
愛生氣的達令 櫻庭老師難得陷入煩
惱/秋雨るい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754-4 (平裝) NT$160
愛我,就要愛我的所有/那梧なゆた作;
田心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
11010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134-4 (平裝)
嫉妒使愛面露愁容/汀えいじ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12-7 (EPUB)
解放: 妻子外遇的理由. 4/LINDA 作;
小天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50-2
(EPUB)
愛的結痂/綴屋めぐる作; midori 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749-6 (EPUB)
極品男子的日常!?青梅竹馬是色情
野獸/土橋朱里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43-3
(EPUB)
暗 巷裡有一 隻大貓 貓 / 鳥葉ゆうじ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48-8 (EPUB)
溫柔騎士佈下了獨佔慾陷阱。: 極度
寵溺型青梅竹馬的真面目/紅茶りく
漫畫; 南ひかり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44-0
(EPUB)
傾國的裁縫師蘿絲.柏汀/磯見仁月作;
潘琳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1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859-2 (第 2 冊:平裝)
罪惡之子/朝霧カフカ原作; 坂野杏
梨漫畫; 梨維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1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57-8 (第 1 冊:平裝)
解開所謂的戀愛這個詞/MT 作; 鍾明
秀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51-9 (EPUB)
愛就是金錢/熊貓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44-3 (第
2 冊:平裝)
達爾文遊戲. 18/FLIPFLOPs 作; 陳鈞
然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63-2 (EPUB)
煙與蜜/長蔵ヒロコ作; 蒼貓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758 (第 2 冊:平裝)

煙與蜜. 2/長蔵ヒロコ作; 蒼貓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29-8
(EPUB)
愛撒嬌的野獸君主/山本ともみつ作;
徐柔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06 (平裝) NT$140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286-0 (EPUB)
與色情小哥哥一起玩玩具吧?/ろむ
著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27-1 (EPUB)
演技的幕後,在此揭露。/彩景でりこ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13-4 (EPUB)

過激大灰狼先生的極限性愛: 讓妳高
潮到喜歡上我為止!/京橋こより作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800-4 (EPUB)

與你相約妖魔咖啡廳/海野サチ作;
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9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856-0 (平裝)

圓學長想分手/黒木えぬこ作; 熊次
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129-0 (平裝)

瘋狂鄰人/ツブキ作; 風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8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29-5 (平
裝)

遊戲娘後宮/笹森トモエ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34-31-6 (第 2 冊:平
裝) NT$320

輕吻雙面人/柳瀨せの作; 陳律吟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776 (平裝)

遊戲娘後宮. 2/笹森トモエ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44-6 (PDF)

蜜果/akabek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814-1 (EPUB)

遊戲娘後宮. 2/笹森トモエ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4-58-3 (EPUB)

對朋友的老婆伸出魔爪: 妳被 NTR
的下流模樣,就算被老公看到也沒關
係嗎?/ピンク太郎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56-3
(EPUB)

感謝褲襪/ぐらんで作; 蘇奕軒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94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585 (第 1 冊:平裝)
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/アズマサワヨ
シ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10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74-1 (第 10 冊:平
裝)
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. 10/アズマサ
ワヨシ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932-8 (EPUB)
新蠟筆小新/臼井儀人, UY スタジオ
作 ; 蔡 夢 芳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10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677-6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30
睡不著的夜裡就烤蛋糕吧/午後著;
游若琪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25-3 (EPUB)
與打工中的女高中生盡情啪啪啪: 從
後面抽插時巨乳就搖搖晃晃!/桜シロ
ウ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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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河英雄傳說/田中芳樹原作; 藤崎
竜漫畫; 沈嘉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1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55-4 (第 17 冊:平裝)
誘拐婚/椎葉奈那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16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60-6 (平
裝)
境界的邊緣,溶化的誘惑/アキハルノ
ビタ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01-1
(EPUB)
睡眠學習: 太有感覺了...濕濡濕濡的
微乳少女/kino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10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62-0 (平裝) NT$210
舞動初戀 !. 6/ 佐野愛莉作; 楊采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96-8
(PDF)

舞動初戀 !. 6/ 佐野愛莉作; 楊采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27-9
(EPUB)
舞動初戀 !. 7/ 佐野愛莉作; 楊采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97-5
(PDF)
舞動初戀 !. 7/ 佐野愛莉作; 楊采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28-6
(EPUB)
睡華. 貳/松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34-67-5 (平裝) NT$260
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/大間九
郎原作;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; 吊木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9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861-4 (第 2 冊:平裝)
輕舔♥風俗愛無限/山田やまだ作;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31-9 (平裝)
輕舔♥風俗愛無限/山田やまだ作;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43-2 (PDF)
輕舔♥風俗愛無限/山田やまだ作;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79-1 (EPUB)
熊熊勇闖異世界. 4/くまなの原作;
せるげい漫畫; 帽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59-8 (EPUB)
熊熊勇闖異世界. 5/くまなの原作;
せるげい漫畫; 帽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60-4 (EPUB)
慵懶的戀愛了/星森雪最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17-3 (第 4 冊:平裝)
墜入愛河的哥白尼/緒芋みお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273-0 (EPUB)

墜入愛河的漆黑野獸/あさじまルイ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15-8 (EPUB)
影子不需要戀愛。/渡邊志穗作; 曲
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9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818-0 (第 4 冊:平裝)
影子不需要戀愛。. 2/渡邊志穗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42-2 (PDF)
影子不需要戀愛。. 2/渡邊志穗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43-9 (EPUB)
影子不需要戀愛。. 3/渡邊志穗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98-2 (PDF)
影子不需要戀愛。. 3/渡邊志穗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29-3 (EPUB)
影子不需要戀愛。. 4/渡邊志穗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99-9 (PDF)
影子不需要戀愛。. 4/渡邊志穗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30-9 (EPUB)
廢天使加百列/うかみ作; Y.S.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13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876-5 (第 10 冊:平裝)
廢天使加百列. 10/うかみ作; Y.S.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26-7
(EPUB)
請在伸展台上微笑/猪ノ谷言葉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670-7 (第 22 冊:平裝) NT$100
璃君很會打遊戲呢很帥氣呢/ちると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66-8 (平
裝) NT$210
請享用這朵花: 神明的摯愛新娘/シ
ロヒト梨太作; 陳家恩譯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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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立, 11010 .-- 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710-0 (平裝) NT$140
鄰居是有名的直播主/菖蒲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34-65-1 ( 平 裝 )
NT$250
輝夜姬想讓人告白: 天才們的戀愛頭
腦戰/赤坂アカ作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665-3 (第 23 冊:平
裝) NT$140
輝夜姬讓人想八卦/赤坂アカ原作;
G3 井田漫畫; 曾怡華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10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666-0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30
輝夜傳. 4/齊藤千穗作; 盧昀詩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02-6 (PDF)
輝夜傳. 4/齊藤千穗作; 盧昀詩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33-0 (EPUB)
輝夜傳. 5/齊藤千穗作; 盧昀詩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58-6 (PDF)
輝夜傳. 5/齊藤千穗作; 盧昀詩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869-2 (EPUB)
鄰居總是欲求不滿很困擾!/meco 漫
畫; 朔小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009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864-5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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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25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858-4 (第 2 冊:平裝)
憂國的莫里亞蒂/コナン.ドイル原案;
三好輝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10 .-- 20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662-2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105
熱情軍官/真村澪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16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59-0 (第
1 冊:平裝)
請當我的爸爸/緒川千世作; AKIRA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18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145-0 (平裝)

窮鼠的契約: 偽裝的 Ω. 1/白石由希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900-2 (PDF)
窮鼠的契約: 偽裝的 Ω. 1/白石由希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931-6 (EPUB)
窮鼠的契約: 偽裝的 Ω. 2/白石由希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901-9 (PDF)

融化的傷痕/梶原伊緒作; 林沛榛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753-3 (EPUB)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8710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872-7 (第 10 冊:平裝)

貓生好難. 4: 遺憾中的小確幸日常
/Q-rais 作; 陳怡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938-0 (EPUB)

遲鈍&甜蜜: Dull and Sweet/端倉ジル
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0 .-- 2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73-6 (平裝)

貓生好難: 遺憾中的小確幸日常/Qrais 作; 陳怡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10 .-- 13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896-3 (第 4 冊:平
裝)

熾戀戰場/鳶田瀬ケビン作; 陳家恩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20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28-8 (平
裝) NT$140

親吻來世的你/灰田ナナコ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17-2 (EPUB)

霜月老師的不甜膩戀愛講座/香魚子
作; 巫白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9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820-3 (第 2 冊:平裝)

學長、養我吧!/原田唯衣作; 曲冰熙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03-3
(PDF)

謊言般的初戀: 王子大人是抖 S 男公
關. 4/鈴井新汰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09-5 (PDF)

播種歐吉桑的 JC 洗腦 APP/木鈴カケ
ル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45-3 (PDF)

學長、養我吧!/原田唯衣作; 曲冰熙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34-7
(EPUB)

謊言般的初戀: 王子大人是抖 S 男公
關. 4/鈴井新汰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40-8 (EPUB)

播種歐吉桑的 JC 洗腦 APP/木鈴カケ
ル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59-0
(EPUB)

遲來的決戰/曾正忠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辣, 11010 .-- 35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78-7-7 ( 平 裝 )
NT$500

謊言般的初戀: 王子大人是抖 S 男公
關. 5/鈴井新汰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10-1 (PDF)

潛熱/Pennel 作; 堤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92-7 (PDF)

遼河社長不能這樣啦。/文倉咲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0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63-7 (第 1 冊:平裝)

謊言般的初戀: 王子大人是抖 S 男公
關. 5/鈴井新汰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41-5 (EPUB)

醒來後就親一下吧/今澤舞衣子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0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5962-0 (第 1 冊:平裝)

殭屍 100: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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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860-7 (第 4 冊:平裝)

窮鼠的契約: 偽裝的 Ω. 2/白石由希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932-3 (EPUB)
播種歐吉桑的 JC 洗腦 APP/木鈴カケ
ル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9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217 (平裝) NT$280

潛熱/Pennel 作; 堤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紳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95-8 (EPUB)
獎勵要在調教之後/にやま作;
AKIRA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139-9 (平裝)
請聽我的聲音!!/楊基政[作]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7678-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57-26-7679-0 (第 1 冊:平裝首刷
限定版)
請讓我撒嬌,仙狐大人. 8/リムコロ作;
Y.S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40-6 (EPUB)
請讓我觸摸你的耳朵/海灯火作; Yun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52-6 (EPUB)

擁抱高敏感的自己: 消除生活中的緊
張不安,與纖細感性和平共處/西脇俊
二著; 楊毓瑩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826-0 (EPUB)
噬於哭臉的親吻/ひもだ Q 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16-5 (EPUB)
樸素系班長沒有錢!/綾枷ちよこ作 .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64-4 (平裝)
NT$260
機動戰士海盜鋼彈 DUST/矢立肇, 富
野由悠季原作; 長谷川裕一漫畫; 九
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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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是處子的淫魔難道不行嗎?/入日
マロ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266-2 (EPUB)
癌症末期依然活力充沛 38 歲情色漫
畫家得了大腸癌/ひるなま作; 謝子
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605 (平裝) NT$180
雖然是朋友但很美味/さきしたせん
む作; 熊次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9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095-8 (平裝)

雖然想要妳選我/込由野志保作; 曲
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06-4 (PDF)

鯊 魚 和 小 褲 褲 . 1/ 八 神 千 歲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38-5 (EPUB)

寶貝★愛情保姆/野田のんだ作; 蘇
涵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44-9 (PDF)

雖然想要妳選我/込由野志保作; 曲
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37-8 (EPUB)

轉瞬即逝的時光/波真田かもめ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636-3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7723-0 (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)
NT$180

寶貝★愛情保姆/野田のんだ作; 蘇
涵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80-7 (EPUB)

薔 薇 色 的 約 定 . 3/ 宮 坂 香 帆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04-0 (PDF)
薔 薇 色 的 約 定 . 3/ 宮 坂 香 帆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35-4 (EPUB)

藍蘭島漂流記/藤代健作; 李嘉箴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75-2 (第 36
冊:平裝) NT$100

薔 薇 色 的 約 定 . 4/ 宮 坂 香 帆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05-7 (PDF)

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!教會餐飲改革
的悠閒修女生活/柚原テイル原作;
吉村旋漫畫; 何立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3-853-0 (第 3 冊:平
裝)

薔 薇 色 的 約 定 . 4/ 宮 坂 香 帆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36-1 (EPUB)

獸人隊長的(暫定)婚約/春が野かお
る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84-4 (第
1 冊:平裝) NT$130

獵人們: 貓爸爸、李家寶/阮光民漫
畫; 朱天心原著 .-- 臺北市 : 目宿媒體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22-0-4 (PDF)
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/愛七ひ
ろ原作; あやめぐむ 漫畫 ; 王志豪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63-5 (第 11 冊:平裝)

藍色時期/山口飛翔作; Niva 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7650-9 (第 8 冊:平裝首刷限定
版) NT$200 .-- ISBN 978-957-26-76516 (第 9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00
歸來的愛麗絲/押見修造作; 林志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634-9 (第 1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635-6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
簡直就像是在叫我襲擊妳一樣
/okeid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02-8
(EPUB)
離家出走的狐狸想跟兒時玩伴結婚/
神門佑哉作; Yu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854-7 (平裝)
鯊 魚 和 小 褲 褲 . 1/ 八 神 千 歲 作 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07-1 (PDF)
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. 11/愛
七ひろ原作; あやめぐむ漫畫; 王志
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33-5 (EPUB)
關於一首情歌/夏野寛子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18-9 (EPUB)
關於青梅竹馬是魔女這件事/縞あさ
と作; 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794-7 (PDF)
關於青梅竹馬是魔女這件事/縞あさ
と作; 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805-0 (EPUB)
寶貝★愛情保姆/野田野陀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30-2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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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給親愛 A 小姐的推理. 3/森江慧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47-7 (PDF)
獻給親愛 A 小姐的推理. 3/森江慧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50-7 (EPUB)
獻給魔女的詭術/渡辺静作; 方郁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629-5 (第 1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630-1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
魔女之旅/白石定規原作; 七緒一綺
漫畫; 李殷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852-3 (第 3 冊:平裝)
魔王難為/紅淵原作; 蔡鴻忠漫畫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15-8 (第 9 冊:
平裝)
屬於你的春天花朵/有馬嵐作; 趙秋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7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950 (平裝) NT$140
霸道製作人的溺愛育成: 請讓我成為
賞玩偶像吧!?/倖月さちの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280-8 (EPUB)
灌籃少年. ACT4/八神浩樹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654-7 (第
8 冊:平裝) NT$100
歡迎來到妖怪世界/赤瓦もどむ作;
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95-4 (PDF)
歡迎來到妖怪世界/赤瓦もどむ作;
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06-7 (EPUB)

戀上 MOON DOG. 2/山田南平作; 陳
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796-1 (PDF)
戀上 MOON DOG. 2/山田南平作; 陳
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807-4 (EPUB)
戀愛、或者是.../伊佐木李果作; 黛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1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74-3 (平裝)
靈異小 偵探 . 4, 妖怪的班級 / 阿毛,
KIN 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8-43-4 (EPUB)
讚啦!光源氏. 參: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
/est em 作; 龔持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黑白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54-1-8 (EPUB)

86-不存在的戰區. Ep.9, Valkyrie has
landed/安里アサト作; 可倫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03-8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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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27-2-4 (EPUB)
Poetry and pictures/ 程 盛 雄 (Francis S
Cheng), 許昭彥(John Hsu)作 .-- 臺北
市 : 獵海人, 11008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60-7-7 ( 平 裝 )
NT$200
Snapshot/ 布 蘭 登 . 山 德 森 (Brandon
Sanderson)著; 傅弘哲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9-5-3 (EPUB)

讚啦!光源氏. 壹: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
/est em 作; 劉蕙菁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黑白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99357-9-1
(EPUB)
NT$175

SPAC 特殊目第收購公司. 1: 發財不
像出麻疹 一生只碰上一次 有人會碰
上兩次 還有人超過三次/高第
(Manuel Gaudi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71-7 (平裝)
NT$400

讚啦!光源氏. 貳: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
/est em 作; 劉蕙菁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黑白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54-0-1 (EPUB)

TharnType 真 愛 莫 非 定 律 . 1/Mame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4-339-5 (PDF)

鑽石魔女們/今井ユウ作; 陳瑞璟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03-2 (第 4 冊:
平裝) NT$130

TharnType 真 愛 莫 非 定 律 . 2/Mame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4-338-8 (PDF)

小說及雜文

TharnType 真 愛 莫 非 定 律 . 3/Mame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4-340-1 (PDF)

*(新譯)小川未明的大人童話/小川未
明原作; 鄭焙檍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
數位學習, 11008 .-- 約 283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37-8 (線上有
聲書(MP3)) NT$280
1930 來的先生: 白雲詩作品/白雲詩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墨扉, 11009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695-8-9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695-9-6 (下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102-0-7
(全套:平裝) NT$720
2035 年/無岫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8-83-5 (PDF)

TharnType 真 愛 莫 非 定 律 . 4/Mame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4-341-8 (PDF)
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
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!.
2/天河信彥作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02-1 (EPUB)
TRPG 玩家在異世界打造最強角色. 2:
獻給亨德森的福音/Schuld 作; 林其磊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66-3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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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」,還是「我們」?/Sophia 作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47-2 (EPUB)
一个自甘堕落的 Beta/Gleen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旭儒, 1101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908-1-1 (上冊:平裝)
NT$340 .-- ISBN 978-986-06908-2-8 (下
冊:平裝) NT$340
一向霸道/明星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22-2 (EPUB)
一房兩廳三人行. 2: 這份心意無法深
藏心底/福山陽士作; 陳士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09-0
(EPUB)
九星之主/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11-217-9 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218-6 (第 6 冊:平裝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19-3 (第
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220-9 (第 8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221-6 (第 9 冊:平裝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22-3 (第
1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223-0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224-7 (第 12 冊:平
裝) NT$180
凡人修仙之仙界篇/忘語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739-9 (第 6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64-1 (第 6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65-8
(第 6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766-5 (第 6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767-2 (第 6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768-9 (第 66 冊:平裝)
三寸人間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8-763-4 (第 63 冊:平
裝)
上上籤 / 季堤作 .-- 嘉義市 : 季風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185-1 (EPUB)
上上籤/季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陌
上商行, 11008 .-- 85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07-4-0 ( 平 裝 )
NT$200

小公主莎拉(全譯本): 暢銷百年兒童
文學經典.全美教師百大選書/法蘭西
絲 . 霍 奇 森 . 伯 內 特 (Frances Hodgson
Burnett)著; 聞翊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587-4 (PDF)
小公主莎拉(全譯本): 暢銷百年兒童
文學經典.全美教師百大選書/法蘭西
絲 . 霍 奇 森 . 伯 內 特 (Frances Hodgson
Burnett)著; 聞翊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589-8 (EPUB)
上古守則的魔法騎士/羊太郎作; 劉
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740-7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741-4 (第 1
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. 6/岬鷺宮作;
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29-1 (EPUB)
亡者之謎= Manner of Death/Sammon
作; 許瑤蓉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122-1 (全套:平裝)
大奉打更人/賣報小郎君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748-1 (第 4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77-1 (第 4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92-4
(第 48 冊:平裝)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. 4/三嶋与夢作; 王啟華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767-0 (EPUB)
小 說 呆 萌 酷 男 孩 Connect It
Cool,Guys/那多ここね原作; 甲斐田
紫乃作; 蕪村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736-0 (平裝)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747-4 (第 5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70-2 (第 5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71-9 (第 5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72-6
(第 5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773-3 (第 6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774-0 (第 6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775-7 (第 62 冊:平裝)

太乙/霧外江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197-4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198-1 (第
1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199-8 (第 13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200-1 (第 14 冊:平
裝) NT$180

六朝燕歌行. 13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78-4
(EPUB)
NT$125

允之與安宇: Adventure in Paris/寫意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睿思勤創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4459-4-8 (PDF) NT$200

六朝燕歌行. 15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80-7
(EPUB)
NT$125

不安的傍晚/瑪莉珂.盧卡絲.萊納菲
爾德著; 郭騰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699-3-0 (PDF)

六朝燕歌行. 16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81-4
(EPUB)
NT$125

少年陰陽師. 伍拾肆, 沉滯之殿/結城
光流著; 涂愫芸譯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780-5 (PDF)

六朝燕歌行. 17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82-1
(EPUB)
NT$125

少年藥帝/蕭冷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8-736-8 (第 82 冊:平
裝)

六朝燕歌行. 18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83-8
(EPUB)
NT$125

化劫: 禁忌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40-3 (EPUB)

六朝燕歌行. 19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84-5
(EPUB)
NT$125

孔武讓裡. 1: 含特典版/羽宸寰著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6-106-1 (EPUB)
孔武讓裡. 參, 捉不到幫/羽宸寰著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6-111-5 (EPUB)
孔武讓裡. 貳, 兄弟戲爹/羽宸寰著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6-110-8 (EPUB)
不真心告白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16-8 (EPUB)
毛骨悚然的臺灣靈異事件/汎遇著 .-新北市 : 讀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3-155-4 (PDF)
六朝燕歌行. 11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76-0
(EPUB)
NT$125
六朝燕歌行. 12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77-7
(EPUB)
NT$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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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朝燕歌行. 14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79-1
(EPUB)
NT$125

六朝燕歌行. 20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7-85-2
(EPUB)
NT$125
月餅小姐/嵐靜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57-7 (EPUB)
月餅西施/凌霄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58-4 (EPUB)
月餅姑娘/丘琳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59-1 (EPUB)
月餅美人/紀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60-7 (EPUB)
犯上傲男/侯妤媛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52-2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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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14-4 (EPUB)
示見之眼. 一/蒔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42-5 (PDF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9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5-8
(EPUB)

示見之眼. 二/蒔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43-2 (PDF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4-1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86-9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0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3-4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0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87-6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1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6-5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1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88-3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2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7-2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2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89-0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3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8-9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3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0-6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4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4-0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4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1-3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5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31-7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5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2-0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6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8-7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6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3-7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7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0-1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7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4-4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8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5-6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18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5-1
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29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1-9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147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2-7
(EPUB)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0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4-9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1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35-5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2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7-0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3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34-8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4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9-6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5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3-2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6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1-8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7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33-1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8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5-7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39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6-4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1-0
(EPUB)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0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7-1
(EPUB) NT$125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1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3-3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2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2-5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3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9-5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4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9-4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5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30-0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6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2-6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7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26-3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8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0-2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49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32-4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00-3
(EPUB)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0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18-8
(EPUB) NT$125
半步多慾望傳說. 6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9-9
(EPUB)
半步多慾望傳說. 7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8-2
(EPUB)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31-4 (EPUB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8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7-5
(EPUB)

正義使者/連 Q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13-5 (PDF)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9/骷髏精靈, 阿苦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7-96-8
(EPUB)
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. 9/
千月さかき作; 呂郁青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30-7 (EPUB)
玄門醫聖/魚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193-6 ( 第 60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94-3 (第
6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195-0 (第 62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196-7 (第 63 冊:平
裝) NT$190
永恆五國: 穿越量子世界. 3/索妮雅.
費南德茲.維達(Sonia Fernández-Vidal)
著; 馮丞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識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52-8-1 (EPUB)
玄星仙帝/姬叉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205-6 (第 9 冊:平裝) NT$180 .- ISBN 978-626-311-206-3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070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208-7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80
只要長得可愛,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
嗎?/花間燈作; 吳天立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7746-9 (第 1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57-26-7809-1 (第 13 冊:平裝首刷限
定版)
只能是秘密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48-9 (EPUB)
白雪公主: 惡童書/笭菁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25-0
(EPUB)
加速世界. 25, 末日巨神/川原礫作; 邱
鍾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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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道具開外掛的奴隸後宮建國記. 6/
猫又ぬこ作; 陳柏安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68-7 (EPUB)
北極熊探險隊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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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8-986-0784-55-8 (PDF)
北極熊探險隊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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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8-986-0784-56-5 (EPUB)
包養小情人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702-5 (PDF)
包養小情人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704-9 (EPUB)
仙藥大亨/寂寞我獨走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734-4 (第 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35-1 (第 6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91-7 (第 7
冊:平裝)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737-5 ( 第 126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786-3 (第 127 冊:平
裝)
地心探險記(法文全譯插圖本)/儒勒.
凡爾納(Jules Verne)著; 張喬玟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61-5 (EPUB)
乩身: 黑蓮花/星子作 .-- 臺北市 : 蓋
亞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9-594-8 (EPUB)
老和尚抓鬼/鬼谷人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8-21-6 (EPUB)
灰姑娘: 惡童書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26-7 (EPUB)

如果櫻花盛開/築允檸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68-2-1 (EPUB)

我不是你老婆/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706-3 (PDF)

百鬼夜行卷. 5, 座敷童子/笭菁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92-5-0
(EPUB)

我不是你老婆/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707-0 (EPUB)

在記憶的彼岸,等你/尾巴著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658-634-7
(EPUB)
NT$224
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192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787-0 (第 81
冊:平裝)

艾梅洛閣下Ⅱ世事件簿. 10/三田誠
原作; K.K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841-3 (EPUB)

沙丘(書盒版)/法蘭克.赫伯特(Frank
Herbert)著; 顧備, 蘇益群, 老光, 劉未
央, 魏晉, 甄春雨, 聞若婷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大家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562-31-1 (全套:平裝)

艾梅洛閣下Ⅱ世事件簿. 9/三田誠原
作; K.K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42-0 (EPUB)

沙 丘 六 部 曲 / 法 蘭 克 . 赫 伯 特 (Frank
Herbert)著; 蘇益群等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家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2-32-8 (PDF)

自殺產生器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31-5 (EPUB)

沙 丘 六 部 曲 / 法 蘭 克 . 赫 伯 特 (Frank
Herbert)著; 蘇益群等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家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2-33-5 (EPUB)

羽球場的亡靈/林斯諺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2-6-7 (EPUB)
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: 即死魔法與複
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. 8/月夜淚作;
捲毛太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915-1 (EPUB)
名裱/空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旭儒,
11010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08-0-4 (平裝) NT$350

里亞德錄大地. 4/Ceez 作; 林于楟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14-4
(EPUB)
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. 1/長岡マ
キ子作; Shaunte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43-7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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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7322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7733-9 (第 3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扶殘醉尋/羽宸寰作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109-2 (EPUB)
呀撘呀搭. 1/羽宸寰作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107-8 (EPUB)
呀撘呀搭. 2/羽宸寰作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108-5 (EPUB)
決戰長山/滾動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睿思勤創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4459-6-2 (PDF)
赤瞳者. 3, 宿主/晨羽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68-1-4 (EPUB)
阿公讲鬼. 3, 因果/蓝橘子作 .-- 新北
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 11010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1-13-9 (平
裝) NT$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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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744-5 (第 6 冊:平裝)
花之祭典/花房觀音作; 陳令嫻譯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31-6 (EPUB)

艾爾摩沙的瑪利亞/曹銘宗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07-0 (PDF)

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!/三嶋与夢
作; 偽善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738-4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739-1 (第 2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
艾爾摩沙的瑪利亞/曹銘宗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09-4
(EPUB)

我們的重製人生. 3/木緒なち作; 陳
冠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60-6 (PDF)

奇妙故事集: 緩慢的告別/伊藤潤二
原作; 澤田薫作; 黃健育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728-5 (平裝) .-- ISBN 978957-26-7729-2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
全糖女孩 DAY90 減重同居/語末妍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979-8 (平裝) NT$220

我們的重製人生. 3/木緒なち作; 陳
冠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80-4 (EPUB)

所長大人的毛茸茸獸耳 100%可愛/
值言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483 (第 3 冊:平裝)

我,精靈王,缺錢!. 7/醉琉璃作 .-- 臺北
市 : 蓋亞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9-593-1 (EPUB)

即將永別的異世界、仍將來臨的明
天. 1, 旅行的畫筆及後背包 30/風見
鶏作; 林其磊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73-1 (EPUB)

和尚也撞鬼/鬼谷人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8-41-4 (EPUB)

149

延平北路十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/賈
彝倫作; 蘇郁翔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
學, 11008 .-- 約 8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7-96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

武林高手進化論. 1/連 Q 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314-2 (PDF)

返魂: 禁忌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43-4 (EPUB)

武林高手進化論. 2/連 Q 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315-9 (PDF)

奇諾の旅. XXIII: the Beautiful World/
時雨沢惠一作; K.K.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908-3 (EPUB)

招租中,戀愛請進/笭菁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41-0
(EPUB)
牧神記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695-8 (第 8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696-5 (第 8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697-2 (第 8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698-9 (第 8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699-6 (第 85
冊:平裝)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. 4/
二丸修一作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44-4 (EPUB)
亞森.羅蘋傳奇之惡魔詛咒的紅圈/莫
理士.盧布朗原著; 東方編輯部改寫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23-6
(EPUB)
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. 6, 名產
店孤兒院分店的王都收復戰/五示正
司作; 徐維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9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639-4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26-7718-6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727-6 (第 4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776-4 (第 4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795-5 (第 43 冊:平裝)
美人魚: 惡童書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28-1 (EPUB)
為了當劍士而入學,魔法天賦卻高達
9999!?. 2/年中麦茶太郎作; 龔持恩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14-8 (EPUB)
紅月之下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716-0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17-7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18-4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19-1 (第 4
冊:平裝)
飛呀-飛呀飛呀亞美蝶/羽宸寰著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6-112-2 (EPUB)
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?. 5, 鋼之墳
墓/細音啟作; 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45-1 (EPUB)

青蛙王子: 惡童書/笭菁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27-4
(EPUB)

約伯與飲者傳說/約瑟夫.羅特(Joseph
Roth)作; 宋淑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菓子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15-4-4 (EPUB)

花開之時請留步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51-9
(EPUB)

約伯與飲者傳說/約瑟夫.羅特(Joseph
Roth)作; 宋淑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菓子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15-5-1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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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065-1 (PDF)

星門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720-7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21-4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22-1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23-8 (第 4
冊: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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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085-9 (EPUB)

帝師家的小珍珠/無宴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150

ISBN 978-986-528-758-0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59-7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60-3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61-0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762-7 (第 5 冊:平裝)
既然世界變成怪物橫行 那只好隨心
所欲生活下去. 2/よっしゃあっ!作;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75-5
(EPUB)
飛翔吧!戰機少女. 9/夏海公司作; 曹
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05-2 (EPUB)
春意兒/連 Q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17-3 (PDF)
相遇的理由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52-6 (EPUB)
重裝基兵/高樓大廈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189-9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190-5 (第
10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191-2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192-9 (第 12 冊:平
裝) NT$190
春潮/伊凡.屠格涅夫著; 駱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48-3 (PDF)
春潮/伊凡.屠格涅夫著; 駱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50-6
(EPUB)
流轉,愛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33-5 (EPUB)
珍寶. 1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18-0 (PDF)
珍寶. 2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19-7 (PDF)
屍戀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832-2 (EPUB)
夏目漱石中短篇選集/夏目漱石著;
陳柏瑤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8-560-8 (EPUB)
退休生活/連 Q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20-3 (PDF)
逆局/千羽之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奇幻基地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95019-7-7 (全套:平裝) NT$700
弱角友崎同學. 8.5/屋久悠樹作; 楊佳
慧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62-0 (PDF)
弱角友崎同學. 8.5/屋久悠樹作; 楊佳
慧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082-8 (EPUB)
剛剛好,先生/米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原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68-5-2 (EPUB)
娘娘吉祥/枕頭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750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751-1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52-8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53-5 (第 4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54-2 (第 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55-9
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756-6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757-3 (第 8 冊:平裝)
神祕的房東先生/椰子樹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80-4 (平裝)
NT$270
閃閃發亮的你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34-2 (EPUB)
神術鍊金士. 2/帥呆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7-75-3 (EPUB)
時 間 裡 的 孩 子 / 伊 恩 . 麥 克 尤 恩 (Ian
McEwan)著; 李斯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25-4 (EPUB)
NT$252
神落帝皇的魔法使/易人北作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734-6 (第 3 冊:平裝)

魯依斯.薩豐(Carlos Ruiz Zafón)著; 范
湲譯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89-0 (EPUB)

陪在你身邊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35-9 (EPUB)

祝福的意思: 等路台文版/洪明道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63-6
(EPUB)

棄宇宙/鵝是老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201-8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02-5 (第
10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203-2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204-9 (第 12 冊:平
裝) NT$190

神醫凰后/蘇小暖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228-5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29-2 (第
4 冊:平裝) NT$280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725-2 (第 5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726-9 (第 5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94-8 (第 54 冊:平
裝)

紹宋/榴彈怕水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732-0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733-7 (第 10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83-2 (第 1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88-7 (第 12
冊:平裝)

除靈的正確方式/草子信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321-0 (PDF)

焉知非福/連 Q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22-7 (PDF)

第 二 基 地 / 以 撒 . 艾 西 莫 夫 (Issac
Asimov)作, 葉李華譯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9-0-8 (EPUB)

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,或是開創世
界的聖戰. 9/細音啟作; 蔚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32-1
(EPUB)

棄子/傅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792-8 (PDF)
國王的新衣: 惡童書/笭菁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30-4
(EPUB)
偷天修羅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209-4 ( 第 35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10-0 (第
36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211-7 (第 37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212-4 (第 38 冊:平
裝) NT$190
異世界藥局/高山理図作; 呂郁青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45-2 (第 5 冊:
平裝)
被百合夾擊的女子有罪嗎?. 1/みか
みてれん作; 馮鈺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846-8 (EPUB)

氤氳之城: 當代最受歡迎西班牙作家
薩豐,獻給書迷的告別故事集/卡洛斯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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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殺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833-9 (EPUB)
斜陽/太宰治著;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42-4 (PDF)
斜陽/太宰治著;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43-1 (EPUB)
被超能力扼殺的才智/高向暘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87-3 (PDF)
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。/冬原
パトラ作; 吳苾芬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7308 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7731-5 (第 24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笭菁闇语. 2, 厄邻/笭菁著 .-- 新北市 :
笭菁工作室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8-11-5 (PDF)
笭菁闇語. 2, 厄鄰/笭菁著 .-- 新北市 :
笭菁工作室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8-10-8 (PDF)

終極輪回/今非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225-4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26-1 (第
8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227-8 (第 9 冊:平裝) NT$190

賀年. 1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23-4 (PDF)

無聊神偷/凌熙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53-9 (EPUB)

賀年. 2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24-1 (PDF)

唱歌的骨頭: 惡童書/笭菁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29-8
(EPUB)

無 名 之 子 / 布 蘭 登 . 山 德 森 (Brandon
Sanderson)著; 傅弘哲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9-6-0 (EPUB)

陰魂盤據在病房/鬼谷人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8-33-9 (EPUB)

黃金召喚師/醉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784-9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85-6 (第 6 冊:平裝)

最強贅婿/沉默的糕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1-185-1 (第 47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1868 (第 4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187-5 ( 第 49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188-2 (第
50 冊:平裝) NT$180

連續按下一億年按鈕的我,回神時已
變成最強. 2: 落第劍士的學院無雙/
月島秀一作; 黃雅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7715-5 (EPUB)

雲與,薄荷糖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37-3 (EPUB)

舒芙蕾遊戲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19-9 (EPUB)

無線人生/Beck 著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7-97-2 (PDF) NT$380

連續按下一億年按鈕的我,回神時已
變成最強: 落第劍士的學院無雙/月
島秀一作; 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747-6 (第 3 冊:平裝)
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730-6 (第 19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31-3 (第 2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89-4 (第 21
冊:平裝)

湛藍牢籠/小鹿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066-8 (PDF)

專屬變態/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朧
月書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14-3-7 (EPUB)

等待,我願意/羽宸寰文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113-9 (EPUB)

黑鏈: 區塊鏈,洗錢,人腦植入晶片的
小說/張渝江, 六色羽作 .-- 臺中市 :
張渝江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54-4 (PDF)

超凡小師叔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728-3 (第 2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29-0 (第 2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82-5
(第 2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790-0 (第 26 冊:平裝)
程心程意/Momma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00-5808-1 (上冊:平裝) NT$420 .-ISBN 978-626-00-5809-8 (下冊:平裝)
NT$420
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
的小說。. 3/鈴木大輔作; 王仁鴻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716-2 (EPUB)
絕世神醫/油炸花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182-0 ( 第 31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183-7 (第
3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184-4 (第 33 冊:平裝) NT$180

最後一個人 /金息(김숨)著; 胡椒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416-9 (PDF)
最後一個人 /金息(김숨)著; 胡椒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418-3 (EPUB)
喬家的兒女/未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220-0 (EPUB)
喬家的兒女. 上/未夕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218-7 (EPUB)
喬家的兒女. 下/未夕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219-4 (EPUB)
最強的魔導士,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
為鄉下的衛兵. 4/えぞぎんぎつね作;
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69-4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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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藍牢籠/小鹿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086-6 (EPUB)

喪鐘為你而鳴/王元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791-1 (PDF)
惡魔高校 DxD DX. 6: 請問您今天要
來 點 惡 魔 嗎 ?/ 石 踏 一 榮 作 ; kazano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04-5 (EPUB)
喜歡你,是我做過最美好的事/咸貴人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228-6 (EPUB)
喜歡的直線距離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36-6
(EPUB)
詩比興箋/(清)陳沆撰; 楊家駱主編 .-初版再刷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24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98-7 (平裝)
微光: 妳是我流浪的起點/Sophia 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20-5 (EPUB)
當你在綠洲獨行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39-7
(EPUB)
愛的奧特萊斯 小說/QIO 奇想事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58-3 (PDF)
愛的奧特萊斯 小說/QIO 奇想事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78-1 (EPUB)
傷風敗俗純愛史. 2/李靡靡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34-5
(EPUB)
傷風敗俗純愛史. 3/李靡靡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18-2
(EPUB)
道祖,我來自地球/烏山雲雨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192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7382 (第 27 冊:平裝)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746-7 (第 6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69-6 (第 6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93-1
(第 68 冊:平裝)
極彩色的餐桌/Mio 著; 鍾雨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93-3
(EPUB)
愛過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38-0 (EPUB)
煦煦月光/LaI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原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68-6-9 (EPUB)
傲嬌反派千金莉潔洛特與實況主遠
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. 1/恵ノ島
すず作; 黛西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740-3 (EPUB)
極樂崆峒/連 Q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25-8 (PDF)

試膽: 禁忌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45-8 (EPUB)
隔離/悍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悍兔,
11009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98-4-2 (平裝) NT$280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41-2
(第 6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742-9 (第 6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743-6 (第 6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744-3 (第 6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745-0 (第 64 冊:平裝)

瘋狂廚房. 1/荻原数馬作; Seeker 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07-6
(EPUB)

豬肝記得煮熟再吃. 2/逆井卓馬作;
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47-5 (EPUB)

敲門: 禁忌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46-5 (EPUB)

醉後撲倒酷先生/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03-2 (PDF)

睡美人: 惡童書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31-1 (EPUB)

醉後撲倒酷先生/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05-6 (EPUB)

魂煞之涅槃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29-6 (PDF)

劉願/白溫柔著; 王品涵譯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644-6 (EPUB)

禍亂之新生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26-5 (PDF)

龍 王 的工 作 !/ 白鳥士郎 作 ; 林佳祥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43-8 (第
14 冊:平裝)

禍亂之雙戰. 1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27-2 (PDF)
禍亂之雙戰. 2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28-9 (PDF)
碧藍航線 Episode of Belfast/助供珠樹
作 ; 劉 仁 倩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7377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7786-5 (第 3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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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735-3 (第 3 冊:平裝)
摯友/約翰.勒卡雷(John le Carré)作; 張
定綺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4-029-5 (PDF)
摯友/約翰.勒卡雷(John le Carré)作; 張
定綺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4-034-9 (EPUB)
劍仙在此/亂世狂刀 01 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724-5 (第 5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40-5 (第 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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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失在記憶裡的歌/花聆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68-7-6 (EPUB)
噬血狂襲. 22, 曉的凱旋/三雲岳斗作;
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901-4 (EPUB)
遺留的殺意/宮部美幸著; 王華懋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91-9
(EPUB)
親愛的玫瑰金/史蒂芬妮.羅貝爾
(Stephanie Wrobel)著; 蘇雅薇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19-5 (EPUB)
龍與雀斑公主/細田守作; 王靜怡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17-5
(EPUB)
隨機死亡/凌小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793-5 (PDF)
臨淵行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9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8-707-8 (第 31 冊:平
裝)

臨淵行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749-8 (第 3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778-8 (第 3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779-5 (第 34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780-1 (第 3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81-8 (第 36
冊:平裝)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世界了. 3/あし作; 某 Y 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770-0 (EPUB)
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. 2: 夕陽與夜澄
放棄不了?/二月公作; 一杞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06-9
(EPUB)
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
壞人大小姐. 10/山口悟作; 霖之助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771-7 (EPUB)
轉生成國王的私生子後,決定享受異
世界生活!/るう作; 林憲權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742-1 (第 3 冊:平裝)

鎖情咒. 13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0-9 (EPUB)
鎖情咒. 14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1-6 (EPUB)
鎖情咒. 15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2-3 (EPUB)
鎖情咒. 16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3-0 (EPUB)
鎖情咒. 17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4-7 (EPUB)
鎖情咒. 2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5-4 (EPUB)
鎖情咒. 3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6-1 (EPUB)
鎖情咒. 4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7-8 (EPUB)

斷指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834-6 (EPUB)

鎖情咒. 5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8-5 (EPUB)

雙星. 1/連 Q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30-2 (PDF)

鎖情咒. 6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69-2 (EPUB)

雙星. 2/連 Q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31-9 (PDF)

鎖情咒. 7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70-8 (EPUB)

雙星. 3/連 Q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32-6 (PDF)

鎖情咒. 8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71-5 (EPUB)

鎖情咒. 1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56-2 (EPUB)

鎖情咒. 9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72-2 (EPUB)

鎖情咒. 10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57-9 (EPUB)

簡 愛( 新裝 珍藏 版 )/ 夏綠蒂. 白朗特
(Charlotte Brontë)著; 劉珮芳, 陳筱宛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65-3
(EPUB)

鎖情咒. 11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58-6 (EPUB)
鎖情咒. 12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59-3 (EPUB)

藍鬍子: 惡童書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32-8 (EPUB)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. 18/愛
七ひろ作; 九十九夜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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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913-7 (EPUB)
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. 15/
伏瀬作; 楊惠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912-0 (EPUB)
鏡界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
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11-213-1 (第 13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214-8 (第 14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155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216-2 (第 16 冊:平裝) NT$190
獸狩之展望. 1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33-3 (PDF)
獸狩之展望. 2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34-0 (PDF)
獸狩之蠻荒. 1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35-7 (PDF)
獸狩之蠻荒. 2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36-4 (PDF)
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. 4, 初吻
宣戰/紙城境介作; 可倫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11-3 (EPUB)
觸動她的記憶/蔡大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00-5981-1 ( 平 裝 )
NT$240
魔女之旅. 14/山口悟作; 霖之助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772-4 (EPUB)
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. 32, 自我犧牲
篇/畢業篇/佐島勤作; 哈泥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10-6
(EPUB)
魔術屍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835-3 (EPUB)
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: 從今天開
始的自由職人生活. 3/甘岸久弥作;
馮鈺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33-8 (EPUB)

聽雪譜. 8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73-9 (EPUB)

桃花劫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天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08-3 (EPUB)

聽雪譜. 9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7-74-6 (EPUB)

鬼都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
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41-410-6 (EPUB)

聽說,我喜歡你/Sophia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53-3
(EPUB)

透明的愛情,透明的你/Sophia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18-2
(EPUB)

戀愛內失調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54-6 (EPUB)

惡靈鏡區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春天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11-3 (EPUB)

戀愛心絞痛/詩雅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55-3 (EPUB)

碎界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
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4-304-3 (PDF)

戀愛神經質/羽影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56-0 (EPUB)

碎界. 10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03-6 (PDF)

戀聲的時光/丁凌凜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68-4-5 (EPUB)

碎界. 2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05-0 (PDF)

靈時祕聞抄/娜歐米, 燕熙, 逆翔, 黃囧
熊, 梅洛琳作 .-- 臺北市 : 嗨森數位文
創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05-71-8 (EPUB) NT$210

碎界. 3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12-8 (PDF)

讓愛撒嬌的大姊姊教官養我,是不是
太超過了?. 4/神里大和作; 陳士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827-7 (EPUB)

碎界. 4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11-1 (PDF)
碎界. 5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10-4 (PDF)

怪物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
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41-407-6 (EPUB)

碎界. 6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09-8 (PDF)

於是愛,向我們說再見/Sophia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17-5
(EPUB)

碎界. 7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08-1 (PDF)

空間狩獵者. 1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37-1 (PDF)
空間狩獵者. 2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4-316-6 (PDF)
鬼作伴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天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09-0 (EPUB)

碎界. 8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07-4 (PDF)
碎界. 9/聿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306-7 (PDF)
禁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
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41-412-0 (EPUB)
縛靈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
出版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41-415-1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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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片葉子/涓滴水撰文; 湯耀洋英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6-8-1
(EPUB)
七片葉子/涓滴水撰文; 湯耀洋英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8-0-3
(PDF)
深夜微光: App 的奇幻世界/Kelly Kuo
作; 童貴珊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78-1-0 (PDF)
冷戰諜魂/約翰.勒卡雷(John le Carré)
作; 宋瑛堂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027-1 (PDF)
冷戰諜魂/約翰.勒卡雷(John le Carré)
作; 宋瑛堂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031-8 (EPUB)
間諜身後/約翰.勒卡雷(John le Carré)
作; 蔡宜真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028-8 (PDF)
間諜身後/約翰.勒卡雷(John le Carré)
作; 蔡宜真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032-5 (EPUB)
鍋匠 裁縫 士兵 間諜/約翰.勒卡雷
(John le Carré)作; 董樂山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30-1 (PDF)
鍋匠 裁縫 士兵 間諜/約翰.勒卡雷
(John le Carré)作; 董樂山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33-2 (EPUB)
基地/以撒.艾西莫夫(Issac Asimov)作,
葉李華譯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
基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92-6-7 (EPUB)
基 地 前 奏 / 以 撒 . 艾 西 莫 夫 (Issac
Asimov)作, 葉李華譯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92-7-4 (EPUB)
基 地 與 地 球 / 以 撒 . 艾 西 莫 夫 (Issac
Asimov)作, 葉李華譯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92-8-1 (EPUB)
基 地 與 帝 國 / 以 撒 . 艾 西 莫 夫 (Issac
Asimov)作, 葉李華譯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92-9-8 (EPUB)
基 地 締 造 者 / 以 撒 . 艾 西 莫 夫 (Issac
Asimov)作, 葉李華譯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9-2-2 (EPUB)
基 地 邊 緣 / 以 撒 . 艾 西 莫 夫 (Issac
Asimov)作, 葉李華譯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19-1-5 (EPUB)

其他
<<威斯敏斯特信条>>研读本: 教师
问答手册/泰瑞.詹森(Johnson, Terry L.)
作; 榮懌真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迦
南翻譯出版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391-6-4 (PDF) NT$250
1000 歲歐巴桑的 10 年機車環島夢/彩
色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33-9 (PDF)
1000 歲歐巴桑的 10 年機車環島夢/彩
色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37-7 (EPUB)
101 次感動: 愛是全宇宙最強大的正
能量/馮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8-06-3 (EPUB)
13 年 13 天成就富貴夢: 知己者不必
怨人 知命者不必怨天 至是之是沒有
非 至非之非沒有是/管瀅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373 (平裝) NT$400
2022 年度趨勢預測/大耕老師, 琥珀
老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澂寶,
11008 .-- 25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88-0-8 (平裝) NT$680
27 位世界思想大師的人生智慧/李津
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5-3-0
(PDF)
3.3 秒的呼吸奧祕: 失傳吐納技法與
最新科學研究的絕妙旅程/詹姆斯.奈
斯特(James Nestor)著; 謝佩妏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35-2
(EPUB)

3 分鐘讀懂愛因斯坦: 進入愛因斯坦
人生、理論、影響的時空相對論/保
羅.派森(Paul Parsons)作; 楊琬晴譯; 郭
羽 漫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積 木 文 化 ,
11010 .-- 約 3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46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
3 分鐘讀懂霍金: 進入霍金人生、理
論、影響的時空旅程/保羅.派森(Paul
Parsons), 蓋爾.迪克森(Gail Dixon)作;
楊琬晴譯; 郭羽漫朗讀 .-- 臺北市 : 積
木文化, 11010 .-- 約 380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59-344-6 (線上有聲
書(MP3))
荣 耀 教 会 查 经 集 (2021)/ 林 泰 钟
(Jonathan Lin)作 .-- 臺北市 : 華冠拼音
書籍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10-5-7 (PDF)
A steady heart and steady practice:
stories for living a good life/author Shih
Cheng Yen; translation Dharma as Water
Team, Tzu Chi USA .-- 臺北市 : 靜思
人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41-9-4 (EPUB)
Abc fun with Toby(phonics book)/劉惠
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好學教育,
11008 .-- 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05-1-2 (平裝)
ADA 新銳建築獎特輯. vol.5: 關鍵界
線=ADA Awards for emerging architects.
5: critical lines/漆志剛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北 市 建 築 世 代 會 ,
11009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221-4-3 (精裝) NT$1000
AIoT 應用軟體開發實務/李政雄, 林
慶昇, 陳仕偉, 廖彥法, 林正基, 周忠
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4-72-3 (EPUB)
*AR 擴增實境衛教魔法書: 腸造口照
護須知/陳寶如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
竹宇印刷, 11008 .-- 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56-0-1 (平裝)
*AR 擴增實境衛教魔法書: 嬰兒沐浴
/陳寶如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竹宇印
刷, 11008 .-- 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56-1-8 (平裝)
CEO 徹夜未眠真心話: 59 則在困難中
摸索、思考、突破的管理筆記/何飛
鵬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商 周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2-75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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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e to live(student's book). book
3/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010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03-5 (平裝)
Come to live(workbook A). book 3/editor
in chief Keira Huang .-- 臺北市 : 希伯
崙公司, 11010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1-607-3 (平裝)
Come to live(workbook B). book 3/editor
in chief Keira Huang .-- 臺北市 : 希伯
崙公司, 110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1-606-6 (平裝)
CRISPR 可能沒有極限,但必須有界
線: 從倫理、法律及社會角度看基因
編輯嬰兒事件/董威廷, 范建得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27-9
(EPUB)
Delta-E series photography/張凱琋總編
輯 .-- 基隆市 : 張凱琋, 11009 .-- 6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39-1 (平
裝) NT$500
Empowering English through target
reading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版)/Zachary Fillingham, Owain Mckimm,
Tsailing Liang 作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
寂天文化, 11009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0-062-9 (菊 8K 平裝)
English now!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版)/Owain Mckimm 著 .-- [初版二刷] .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8 .-- 144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55-1 (第
3 冊:平裝)
English Stylebook 英文寫作的法則: 教
你寫出英語母語人士相同的「商用
英文、電子郵件、英語報告、學術
論文」英文格式書/石井隆之著; 陳
書賢譯 .-- 新北市 : 語研學院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4-6-3
(PDF)
English up! success with English(寂天
雲 隨 身 聽 APP 版 )/Hsieh Pei-Chin,
Fang Fang-Fang, Lee Shu-Chiung 著 .-[初版二刷]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
11008 .-- 10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0-054-4 (平裝)
Essential of scalp care & pathology/by
Eric Chen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美科實
業, 11008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24-0-0 (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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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865-7 (PDF)

Home sweet home(activity book)/學齡
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國
際, 11009 .-- 2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6-03-9 (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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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871-8 (EPUB)

Home sweet home(word book)/學齡國
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國際,
11009 .-- 2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6-04-6 (平裝)

Formosan fashion: contemporary fashion
design in Taiwan-an overview/國立臺灣
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浩斯, 11010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8-739-6 (精裝)

*IFRSs 合併財報暨個體/個別財報行
業財務比率. 110 年版(109 年度)/張國
銘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金融聯合徵信,
11008 .-- 3200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478-70-3 (光碟片)

Fun house/authors Amy Lin, Isabella
Yuan, Doris Chang, Katniss Hsiao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10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99-83-6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99-84-3 (第 2
冊:平裝)

IG 韓語貼文日記/地方韓文水水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46-2
(PDF)

Fun house. A/authors Amy Lin, Isabella
Yuan, Doris Chang, Katniss Hsiao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09 .-- 5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-805 (平裝)
Fun house. B/authors Amy Lin, Isabella
Yuan, Doris Chang, Katniss Hsiao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09 .-- 5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-812 (平裝)
GA 到 GA4: 掌握網站數據分析新一
代工具的技術原理與商業思維/張秉
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6-30-0 (PDF)
Happiness is on your doorstep: the
testimony of blessed & blessing
church/chief editor Yang Shi Ru;
translated by Harold W. Campbell .-- 高
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0-4-2 (EPUB)
Heterochronic parabiosis: anti-aging
plasma exchange/by Fu-shih Pan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, 11010 .-- 29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72-9 (平裝)
Hit 101 校園民歌鋼琴百大首選(簡譜
版)/邱哲豐, 何真真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麥書國際文化, 11009 .-- 3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29-3-3 (精
裝)

IG 韓語貼文日記/地方韓文水水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48-6
(EPUB)
INSANIA TENEBRIS: 本書創作靈感
來自 H. P. Lovecraft/粗狂阿爾哈茲萊
德內文; 勞烏洛.卡塞雷斯插圖; 鄭育
欣, 林昱任, 葉星和譯 .-- 臺中市 : 佳
台書店, 11009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63-5-9 (平裝)
IPO 新股造富傳奇. 1: 我要成為人們
最心動的相遇 最不捨的離別 我希望
這 種 感 覺 永 不 停 止 / 彭 博 (Alex
Bloomberg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1-728-1 ( 平 裝 )
NT$400
IPO 新股造富傳奇. 2: 處世唯愛真善
美 施政最忌假大空 一等二靠三落實
一 想 二 幹 三 成 功 / 彭 博 (Alex
Bloomberg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1-729-8 ( 平 裝 )
NT$400
IPO 新股造富傳奇. 3: 東方不亮西方
亮 一理能通百理通 有錢四十稱老翁
無 錢 七 十 逞 英 雄 / 彭 博 (Alex
Bloomberg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1-730-4 ( 平 裝 )
NT$400
JavaScript 第一次學就上手/陳惠貞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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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943-2 (PDF)
JLPT 新日檢文法實力養成. 初中級
篇/Hiroshi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5-44-8 (EPUB)
JLP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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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5-47-9 (PDF)
K 線賺到第 1 桶金: 買進壞牌+賣出
好牌=最後破局 買進好牌+賣出壞牌
=擁有好局/彭博(Alex Bloomberg)著 .- 第 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經 史 子 集 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41-0 (平裝) NT$400
K 線賺到第 2 桶金: 不要冒險去賺-最
後一個銅板 以退為進雖苦-最後還有
機會/彭博(Alex Bloomberg)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311 (平裝) NT$400
K 線賺到第 3 桶金: 忍受孤寂 遠比忍
受貧窮更難: 貧困降低人格 但孤寂
敗壞性格/彭博(Alex Bloomberg)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32-8 (平裝) NT$400
K 線賺到第 N 桶金: 豐年莫忘歉年苦
飽時當思飢時難 養心莫善於寡慾 養
廉莫善於止貪/彭博(Alex Bloomberg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33-5 (平裝) NT$400
Marilyn Monroe: 風華絕代的瑪麗蓮.
夢露/瑪麗亞.艾塞作; 陳小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63-7 (PDF)
Marilyn Monroe: 風華絕代的瑪麗蓮.
夢露/瑪麗亞.艾塞作; 陳小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83-5 (EPUB)
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中高級聽
力&閱讀題庫解析(新制修訂版)/國
際 語 言 中 心 委 員 會 , 郭 文 興 , Emie
Lomba 著 .-- 新 北 市 : 國 際 學 村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4-178-2 (PDF)
New heights: conquering listening
comprehension with CNN/希伯崙編輯

團隊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599-1 (平裝)
Oconomowoc to Zhuhai: memoire of a
Jesuit educator/[by] Daniel Gerald
Ross .-- 新北市 : 輔大國際夥伴學習
推展中心, 11008 .-- 11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80-04-8 (平裝)
Oconomowoc to Zhuhai: memoire of a
Jesuit educator/[by] Daniel Gerald
Ross .-- 新北市 : 輔大國際夥伴學習
推展中心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0-07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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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866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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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872-5 (EPUB)
Pathways to English reading literacy:
basic components and skills/Pearl Chang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87-2 (PDF)
Peter bear plus. book 4/黃淑芬總編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智網文教,
11009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05-46-9 (平裝)
Phonics kids. 1A: the alphabet AaMm/written by Su-O Lin, René Hsieh;
illustrated by Francesca Assirelli .-- 新北
市 : 凱立智語文, 11011 .-- 44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26-2-9 (平裝)

Python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特訓班:
看得懂也會做的 AI 人工智慧實戰/鄧
文淵總監製;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47-0
(PDF)

Teachings and commentary on the sutra
of infinite meanings. volume II/author
Shih Cheng Yen; translation Dharma as
Water Team, Tzu Chi USA .-- 臺北市 :
靜思人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41-7-0 (EPUB)

SketchUp 2020/2021 室內設計速繪與
V-Ray 絕佳亮眼彩現/邱聰倚, 姚家琦,
劉庭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950-0 (PDF)

Thunderbolt Fantasy 東離劍遊紀 美術
設 定集 / 霹靂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38-3 (EPUB)

*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/蔡千一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亞文化, 11008 .- 6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317-2-4 (平裝) NT$560

Toby the traveler(student book)/劉惠文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好學教育,
11008 .-- 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05-0-5 (平裝)

Southeast
Asia:
Statecraft
in
Motion/edited by Wen Pin Lin, Khai
Leong Ho, Samuel C.Y. Ku .-- 1st ed. .-高雄市 :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心,
11010 .-- 2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585-61-6 (平裝)

Toby the traveler(workbook)/ 劉 惠 文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好學教育,
11008 .-- 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05-3-6 (平裝)

SPAC 特殊目第收購公司. 2: 與怪物
戰鬥的人 自己別成為怪物 當你凝視
深淵時 深淵也在凝視你/高第
(Manuel Gaudi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72-4 (平裝)
NT$400
SPAC 特殊目第收購公司. 3: 酒肉朋
友不一定是真朋友 真朋友一定是酒
肉朋友 但酒肉朋友不長久/高第
(Manuel Gaudi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73-1 (平裝)
NT$400

Phonics kids. 1B: the alphabet NnZz/written by Su-O Lin, René Hsieh;
illustrated by Francesca Assirelli .-- 新北
市 : 凱立智語文, 11011 .-- 4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26-3-6 (平裝)

Studies on humanistic buddhism. IV:
human life= 人間佛教研究論文選/coeditor Venerable Miao Guang, Venerable
Juewei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, 11009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7592-3 (平裝)

Power BI 最強入門 大數據視覺化+智
慧決策+雲端分享 王者歸來/洪錦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6-27-0 (PDF)

*Teacher's manual(blue). B/editorial
director Peggy Huang .-- 臺北市 : 佳音,
11009 .-- 2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8-902-2 (平裝)

Python 架站特訓班: Django 3 最強實
戰/鄧文淵總監製; 文淵閣工作室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946-3 (PDF)

Teachings and commentary on the sutra
of infinite meanings. volume I/author
Shih Cheng Yen; translation Dharma as
Water Team, Tzu Chi USA .-- 臺北市 :
靜思人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41-6-3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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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buntu 20 管理入門與實作/王進德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867-1 (PDF)
Ubuntu 20 管理入門與實作/王進德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873-2 (EPUB)
Visual C# 2019 程式設計完全解析. I:
帶著新手打穩程式基礎/資訊種子研
究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870-1 (PDF)
Visual C# 2019 程式設計完全解析. I:
帶著新手打穩程式基礎/資訊種子研
究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874-9 (EPUB)
Visual C# 2019 程式設計完全解析. II:
加強專業開發技術能力/蔡文龍, 資
訊種子研究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869-5 (PDF)
Visual C# 2019 程式設計完全解析. II:
加強專業開發技術能力/蔡文龍, 資
訊種子研究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875-6 (EPUB)
WordPress 架站的 12 堂課: 網域申請
x 架設 x 佈景主題 x 廣告申請(5.x 增
訂版)/張正麒, 何敏煌著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949-4 (PDF)
Your guide to business English(寂天雲
隨身聽 APP 版)/author Tim Ferry .-- [四
版 二 刷 ] .-- 臺 北 市 : 寂 天 文 化 ,
11009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0-064-3 (菊 8K 平裝)
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の理論と実践: キ
ャリア教育としてのインターンシ
ップの効果/董莊敬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尚昂文化, 11008 .-- 32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7-3-6 (平裝)
NT$500
一人創富: 推動財富飛輪,創造個人
自由 / 于為暢著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279-1 (EPUB)
一日 4 頁哲學課: 原來世界是這樣思
考!從尼采、阿德勒心理學到 AI 人工
智慧,秒懂生活哲學,掌握強大人生工
具/富增章成作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墨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89-616-7 (PDF)
一天 5 分鐘搞定日語單字/雅典日研
所編著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8-1-9
(PDF)
一次搞懂量子通訊/神們自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76-6
(EPUB)
一次搞懂量子通訊/神們自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81-0 (PDF)
一次讀懂十大賽局理論: 解析歷史事
件中的博奕法則/韓唐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8-07-0 (EPUB)
一次讀懂奈米科技/鄭天喆, 姚福燕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08-7
(EPUB)
一把美工刀削出可愛小動物: 我的第
一本木雕手作書/許志達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36-4 (EPUB)
一個人的粗茶淡飯套書/米果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啟動文化, 11009 .-冊 .-- ISBN 978-986-493-129-3 (全套:
平裝) NT$600

一個人的療癒/約翰.詹姆斯(John W.
James); 羅素.傅里曼(Russell Friedman)
著; 林錦慧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
是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96-1 (PDF)
一個人的療癒: 真正的放下,是你不
介意再度提起/約翰.詹姆斯(John W.
James); 羅素.傅里曼(Russell Friedman)
著; 林錦慧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
是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98-5 (EPUB)
一個人從天涯海角出發/柴田久美子
著; 樂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好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42-4-5 (EPUB)
一蓑風雨任平生: 樹家風 立典範 守
志不動的德慈師父/靜思僧團, 葉文
鶯, 陳美羿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56-9-8 (PDF)
一蓑風雨任平生: 樹家風 立典範 守
志不動的德慈師父/靜思僧團, 葉文
鶯, 陳美羿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78-2-7 (EPUB)
一瞬間的貼心,會是你一生的利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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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87-9 (EPUB)
一瞬間的貼心,會是你一生的利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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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88-6 (PDF)
丁丁的房產人生雜記. 3/丁丁(丁士鴻)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8-84-2 (PDF)

十日談 2020 Day 1: 那些發生在瘟疫
大流行前的故事/俞錦梅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41-8 (EPUB)
人生不委屈套書: <<不是你做不到,
而是你想太多!>>、<<好人只會越當
越委屈,不要讓當好人成為你的壞習
慣>>/大嶋信賴著; 賴郁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8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989-3-0 (全套:
平裝) NT$620
人生只要兩次幸運就好: 一次是遇見
發財機會 一路順到底 一次是遇見夢
中人你 一路走到底/管瀅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748 (平裝) NT$400
人生沒有最好,不錯就好/王溢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3-3-5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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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409-1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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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414-5 (EPUB)
人如何學會語言?: 從大腦鏡像神經
機制看人類語言的演化/麥可.亞畢
(Michael Arbib)著; 鍾沛君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2-71-0
(EPUB)
NT$364
十字路口: 中國改革開放後,理性與
慾望的紛爭,傳統與創新的邂逅/趙傑
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819-3 (EPUB)

九五老人話滄桑/金國棟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85-9 (PDF)

九型人格的成長練習: 成為自己,從
看 見 上 帝 眼 中 的 你 開 始 / 庫 恩 (Ian
Morgan Cron), 史塔比(Suzanne Stabile)
著; 羅吉希, 汪瑩瑩譯 .-- 新北市 : 校
園書房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8-878-8 (EPUB)

了不起的硬核媽媽/格十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51-5
(EPUB)

七個問題看見你的天賦/禾禾商學院
師資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6-37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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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間.診間: 簡守信院長行醫 ing/簡守
信主述; 何姿儀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01-0 (PDF)
人間.診間: 簡守信院長行醫 ing/簡守
信主述; 何姿儀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02-7 (EPUB)
了解世界史套書：<<從地理地名地
圖了解世界史>>、<<從帝國興衰了
解世界史>>/宮崎正勝, 関真興監修;
陳嫺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
版 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989-6-1 (全套:平裝) NT$640
人類一思考,上帝就發笑: 隨時用幽
默開外掛,不糾結的人生最瀟灑/馮國
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09-4 (EPUB)
人類文明在此轉了個彎: 65 個偉大發
明的小故事/馮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8-10-0 (EPUB)
女人一生最好的投資: 浮世三千 吾
愛有三: 日、月與卿 日為朝、月為
暮、卿為朝朝暮暮
/高第
(Manuel Gaudi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69-4 (平裝)
NT$400
女人一生最重要的投資: 愛你的人
都會一直願意為你付出 你愛的人 卻
不 一 定 願 意 為 你 付 出 / 伍 德 (Hayley
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56-4 (平裝) NT$400
女人心目中的好男人: 精明的人是精
細考慮自己利益的人 智慧的人是多
方衡量他人利益的人
/管瀅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70-0 (平裝) NT$400
上大學不如去修水電: 為人當於世有
益 凡事求其心所安 閒中立品無人覺
淡處逢時自古難
/ 彭 博 (Alex
Bloomberg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1-777-9 ( 平 裝 )
NT$400
大王跟你聊聊明朝亡國痛史/赫連勃
勃大王(梅毅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8-11-7 (EPUB)
山中燈火入夢來/劉照男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78-514-8 (PDF)
大白天的戀愛: 我的世界布滿你走過
的足跡,縱使你已遠離/金錦姬
(김금희)著; 杜彥文譯 .-- 1 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商務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5-3356-9 (EPUB)
大成就者傳奇: 54 位密續大師的悟道
故事/凱斯.道曼(Keith Dowman)英譯;
羅伯特.比爾(Robert Beer)插畫; 普賢
法譯小組中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橡
樹林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90-5-1 (EPUB)
大局思維: 倫敦政經學院行為科學教
授,教你如何放大格局、掌握關鍵,達
成最有利的職涯擴張目標/葛蕾絲.洛
登(Grace Lordan)著; 洪慈敏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75-3 (EPUB)

大時代的明燈. 二/諸天仙佛作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至 善 文 化 電 子 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45-8-3 (PDF)
三島由紀夫人生講座套書/三島由紀
夫著; 劉子倩, 邱振瑞譯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大牌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41-59-9 (全套:平裝) NT$760
大量客製化設計研究與實務/陳明熙
作 .-- 初 版 .-- 桃 園 市 : 陳 明 熙 ,
11009 .-- 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52-0 (平裝) NT$500
工業廢水處理/廖榮元編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3-89-5 (PDF)
大學甄選入學全攻略/陳美儒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86-4 (EPUB)

小朋友的第一本日文書: 親子互動
遊戲學日文/朱讌欣著 .-- 新北市 : 布
可屋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4-37-9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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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6374-78-4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20 .-- ISBN 978-986-6374-79-1 (第
4 冊:平裝) NT$220 .-- ISBN 978-9866374-80-7 (第 5 冊:平裝) NT$220

小朋友的第一本英文書: 親子互動
遊戲學英語/蘇菲亞著 .-- 新北市 : 布
可屋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4-38-6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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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290-6 (EPUB)

大和日常美學時尚穿搭: 江戶人其實
很潮!從平民到花街藝伎、藝人到武
士貴族,用現代插畫解析浮世繪流行
文化/撫子凛作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89-631-0 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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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83-9
(EPUB)

小物會/夏夏作; 跳舞有時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約 100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25-4
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90 .-- ISBN
978-957-13-9326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90

天文很有事/李昫岱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095-7 (PDF)

上流哥: 這年頭資產配置有點難/上
流哥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
富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74-1-5 (EPUB)
大威德金剛證分教授彙編/妙音叢書
翻譯組編譯 .-- 臺北市 : 盤逸, 11010 .- 2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5098-8-6 (平裝) NT$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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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棲地: 在心中建立一座美術館=
Create an art museum in mind/謝思盈,
姚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謝思盈,
11008 .-- 40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194-3 (平裝) NT$500
內心獨白: 我們心裡都有病、與世界
格格不入的我,其實可以不孤獨/鄭潔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的文化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6-021 (全套:平裝) NT$610

日本 K 線理論: 離開樹幹的枝子 不
再盛開鮮花 打碎的破的鏡子 不再映
出人面/菲爾德斯(James Fields)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20-5 (平裝) NT$500
日台文化交流對談集/小室敦彦編著;
吳國禎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良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4-24-7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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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511-9-5
(EPUB)
日本金牌貓醫生的圖解貓咪學: 愛貓
行為解讀 X 日常飼育指南 X 疾病預
防照顧,喵皇的疑難雜症全解析/服部
幸著; 蔡斐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2-56-7 (PDF)
公司法實務解析/張炳坤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65-7 (PDF)
不只是有趣,還要考倒你: 68 則超經
典的動腦小故事/馮國濤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12-4 (EPUB)
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/郭建龍著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1-03-1 (PDF)
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/郭建龍著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1-04-8 (EPUB)
不可能的任務: 創造心流、站上巔峰,
從 25 個好奇清單開始,破解成就公式
/史蒂芬.科特勒(Steven Kotler)著; 楊
景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89-634-1 (EPUB)
不正經的人脈教科書: 超營養的九堂
人際關係學分/王郁陽, 洪範濤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03-2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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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11-7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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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13-1 (EPUB)
五 行均衡調 理飲食養 生法 / 魏辛夷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15-5
(EPUB)
凶宅怪談. 3, 與鬼同住,入住後一去不
返....../松原田螺著; 陳令嫻譯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658-633-0
(EPUB)
NT$266
日系版面好設計套書/injectar-e, gaatii
光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882-90 (全套:平裝) NT$900
不完美犯罪: 三分鐘破案遊戲/馮國
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13-1 (EPUB)
方言翻译用圣经(简体单节排列版)/
林泰钟(Jonathan Lin)作 .-- 第三版 .-臺北市 : 華冠拼音書籍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0-2-6 (PDF)
方言翻译用圣经(英文单节排列版)/
林泰钟(Jonathan Lin)作 .-- 第三版 .-臺北市 : 華冠拼音書籍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0-1-9 (PDF)
方言翻譯用聖經(繁體單節排列版)/
林泰鐘(Jonathan Lin)作 .-- 第三版 .-臺北市 : 華冠拼音書籍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0-3-3 (PDF)
不怕失業,財務自由十年計畫: AI 隨
時都能取代你的工作,唯一避免的方
法就是-財務自由/史考特.甘姆(Scott
Gamm)著; 丁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509-5 (PDF)
不怕失業,財務自由十年計畫: AI 隨
時都能取代你的工作,唯一避免的方
法就是-財務自由/史考特.甘姆(Scott
Gamm)著; 丁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510-1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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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的流淌之 1/梁了吳作 .-- 桃園市 :
陪思人生管理顧問社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9-0-3 (PDF)
心的流淌之 2: 滑照片 生活攝影專輯
/梁了吳作 .-- 桃園市 : 陪思人生管理
顧問社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69-1-0 (PDF)
不要口罩,只要擁抱!(比較哲學)/歐偉
長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8-67-5 (PDF)
反叛的科學家: 一代傳奇物理大師的
科 學 反 思 / 弗 里 曼 . 戴 森 (Freeman
Dyson)著; 蕭秀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2-83-3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3C
社交刺激 治好長輩的想東想西/聯合
報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聯 合 報 公 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5-05-4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3
個動作 最傷髖關節/聯合報編著 .-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03-0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一
把老骨頭 補鈣要趁早/聯合報編著 .-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933-7-0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大
腦不老術/聯合報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
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933-4-9 (PDF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及
早準備好 退休不低潮/聯合報編著 .-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12-2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手
抖、行動遲緩 就是巴金森氏症?/聯
合報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933-5-6 (PDF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毛
孫子來了 爸媽笑開了/聯合報編著 .-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11-5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好
走不跌 銀髮足這樣選鞋/聯合報編
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08-5
(EPUB)

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17-7 (EPUB)
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好
走不跌 銀髮族這樣選鞋/聯合報編
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933-8-7
(EPUB)
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配
了助聽器 老爸不戴怎麼辦?/聯合報
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9-2-6
(EPUB)
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老
爸老媽別再逛醫院/聯合報編著 .-- 新
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933-9-4 (EPUB)
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哪
些習慣 讓爸媽營養失衡?/聯合報編
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16-0
(EPUB)
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老
爸老媽該吃保健品嗎?/聯合報編著 .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9-0-2
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老
爸的獨立宣言/聯合報編著 .-- 新北
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5-04-7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老
掉牙,要當一回事/聯合報編著 .-- 新
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9-1-9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吃
感冒藥時 慢性病用藥怎麼吃?/聯合
報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聯 合 報 公 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5-07-8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身
體年久失修 如何找到好醫師?/聯合
報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聯 合 報 公 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5-00-9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拐
杖|助行器|專家教你選/聯合報編著 .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01-6
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居
家無障礙改造 別等跌倒才開始/聯合
報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聯 合 報 公 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5-09-2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呵
護銀髮足 專家教選鞋/聯合報編著 .-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10-8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是
惜物,還是囤積症?/聯合報編著 .-- 新
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眩
暈動不動就頭暈 是中風前兆?/聯合
報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聯 合 報 公 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5-06-1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高
齡罹癌/身心照護指南/聯合報編著 .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13-9
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陪
他走最後一段/聯合報編著 .-- 新北
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79-4-0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做
好吞嚥訓練/避免老人嗆咳/聯合報編
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02-3
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帶
爸媽出遊 6 個體貼一定要懂/聯合報
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9-3-3
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渴
了才喝水?慢性脫水 疾病上身/聯合
報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聯 合 報 公 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5-14-6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跌
跤,不可承受之重/聯合報編著 .-- 新
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9-5-7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當
他失去另一半/聯合報編著 .-- 新北
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79-7-1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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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搞
定頑固長輩的神奇「話術」/聯合報
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9-6-4
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遠
距照護 5 重點 獨居父母不寂寞/聯合
報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聯 合 報 公 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79-8-8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選
對護膝 穿出行動力/聯合報編著 .-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5-15-3 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隱
忍尿失禁 如何勸爸媽就醫?/聯合報
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9-9-5
(EPUB)
元氣: 當父母變老 安心照顧全書: 攝
護腺肥大 吃藥改善 還是開刀根除?/
聯合報編著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公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933-6-3 (PDF)
不容青史盡成灰: 馬華文學裡的馬共
傳記書寫/陳煥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8-496-7 (PDF)
中國大陸概論/王信賢, 寇健文, 鍾延
麟, 蔡文軒, 王嘉州, 張弘遠, 林雅鈴,
劉致賢, 曾偉峯, 王韻, 王占璽, 王毓
莉, 黃瓊萩, 呂冠頤, 張登及, 沈明室,
郭瑞華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70-4 (PDF)
不敗的華爾街投資法: 一次弄懂股票、
ETF 怎麼買,讓你的財富 10 年翻一倍
/竹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36-9 (EPUB)
手做幸福滋味: 清詠老師十一招教您
製作古早味蛋糕/王清詠作 .-- 初版 .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01-0-9 (PDF) NT$88
中國神話: 從崑崙神話到蓬萊仙話,
神仙鬥法、凶獸橫行的世界/王新禧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517-5 (EPUB)

中國經典故事. 動物王國篇/漫遊者 x
遍路文化編輯部作; 宋昱璁朗讀 .-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8 .-- 約 11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08-3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49
中 國歷史與 文化的新 探索 / 陳弱水
作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81-2 (PDF)

巴 黎 聖 母 院 ( 鐘 樓 怪 人 )( 獨 家 復 刻
1831 年初版作者手稿&1888 年經典
插畫|法文直譯全譯本)/維克多.雨果
(Victor-Marie Hugo)著; 李玉民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73-7
(EPUB)

中 國歷史與 文化的新 探索 / 陳弱水
作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986-7 (EPUB)

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/李志綏著;
戴鴻超英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354-4 (EPUB)

中華文化裡的寓言故事: 178 則來自
成 語與古文 的智慧小 品 /馮國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14-8
(EPUB)

文學與思想的跨域交會: 二 0 一九近
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
集/鐘文玲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
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78-497-4 (PDF)

中等收入陷阱: 基於經濟轉型與社會
治理的理解/鄭之杰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66-2 (EPUB)

火鍋= Hotpot/林韋慈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林韋慈, 11008 .-- 35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67-7 (平裝)
NT$200

水晶陣全書/茱蒂.霍爾(Judy Hall)著;
謝明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01-95-5 (EPUB)

中醫肺與大腸的生理和病理關係之
探討/林莉華, 陳汶吉, 周珮琪作 .-- 臺
南市 : 林莉華, 11010 .-- 23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21-6 (平裝)

天黑黑、草螟弄雞公: 盧易之鋼琴改
編作品(簡易版.演奏版)= Grasshopper
playing tricks on a rooster,dark sky: YiChin Lu's Taiwanese folk song
arrangements for piano solo(simplified
version,concert version)/盧易之[作]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尼可樂表演藝術,
11011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784-3-0 (平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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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下一秒就讓他買單?/何
聖君,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.-- 新北市 :
大樂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4-48-3 (PDF)

心經: 超越的智慧/密格瑪策天喇嘛
著; 福慧編譯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橡樹林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90-2-0 (EPUB)

白 T/吳緯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369-8 (EPUB)

水裡的靈魂就要出來/游善鈞作; 薛
綸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 約 3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321-6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
NT$320 .-- ISBN 978-957-13-9322-3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320
巴 黎 聖 母 院 ( 鐘 樓 怪 人 )( 獨 家 復 刻
1831 年初版作者手稿&1888 年經典
插畫|法文直譯全譯本)/維克多.雨果
(Victor-Marie Hugo)著; 李玉民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72-0 (PDF)

白 T/吳緯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367-4 (PDF)

史上最強整理術: 掌握三大要領、七
大守則,輕鬆提升工作效能/三橋志津
子著; Kainin 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2-74-1 (EPUB)
史上最實用!沒人教的 0-6 歲育兒全
解答: 兒科醫生爸爸寫給你的第一本
SOS 幼兒完全照護手冊,從新生兒保
健、常見病症、意外狀況到生活習
慣養成全收錄/郭宰赫著; 余映萱, 葛
瑞絲譯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07-3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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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中文說法語/黃薇, Andre Martin 合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4-39-3
(PDF)
永不放棄的海倫凱勒: 我的後半生/
海倫凱勒著; 郭庭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愛米粒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82-0-6 (PDF)
永不放棄的海倫凱勒: 我的後半生/
海倫凱勒著; 郭庭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愛米粒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82-2-0 (EPUB)
生存革命/楊志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404-6 (PDF)
生存革命/楊志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406-0 (EPUB)
*白利與露西/羅曼.羅蘭原作; 風如芳
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尚 儀 數 位 學 習 ,
11008 .-- 約 17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5-38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
古典小說散論/樂蘅軍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81-8 (PDF)
生命之花朵朵開: 最真心感人的深情
故事輯/董保綱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8-17-9 (EPUB)
生命的啟發者: 羅四維神父學思行澤
/顧美俐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
大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0-06-2
(PDF)
生命與味覺/辰巳芳子作; 陳心慧譯;
林芳雪朗讀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009 .-- 約 3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47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尼 采 與 哲 學 / 吉 爾 . 德 勒 茲 (Gilles
Deleuze)撰寫; 王紹中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86-5 (PDF)
尼 采 與 哲 學 / 吉 爾 . 德 勒 茲 (Gilles
Deleuze)撰寫; 王紹中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94-0 (EPUB)
只要 30 秒,超、超、超硬的身體都能
放鬆: 日本知名物理治療師的神奇伸
展操/OGATORE 著; 蔡麗蓉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92-3 (PDF)
只要 30 秒,超、超、超硬的身體都能
放鬆: 日本知名物理治療師的神奇伸
展操/OGATORE 著; 蔡麗蓉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93-0
(EPUB)
生活「畫」市集: 嬉遊千年風俗藝術
導覽手冊= Experiencing market culture
through art: immersed in genre paintings
of millenniums guide book/柯舒寧文字
撰稿 .-- 臺北市 : 廣達文教基金會,
11007 .-- 3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870-7-4 (平裝)
世界末日時,有空喝杯咖啡嗎?: 放下
成見,超越藩籬,讓不同文化的人從
「心」連結/何則文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70-4 (PDF)
世界末日時,有空喝杯咖啡嗎?: 放下
成見,超越藩籬,讓不同文化的人從
「心」連結/何則文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73-5 (EPUB)
失 重 的 心 告 白 中 = Have I found
you/Hoja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飛柏
創意, 11010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25-8-1 (精裝) NT$450
世界的孩子上學去: 全球學生的真實
歷險記/巴帝斯德.保羅(Baptiste Paul),
米蘭達.保羅(Miranda Paul)文; 伊莎貝.
慕紐斯(Isabel Muñoz)圖; 劉亞菲譯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989-8 (PDF)
世界的孩子上學去: 全球學生的真實
歷險記/巴帝斯德.保羅(Baptiste Paul),
米蘭達.保羅(Miranda Paul)文; 伊莎貝.
慕紐斯(Isabel Muñoz)圖; 劉亞菲譯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993-5 (EPUB)
世界最強英文聽力會話/蘇盈盈著 .-新北市 : 哈福企業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14-8-9 (PDF)
世界最強英語會話課/蘇盈盈著 .-- 新
北市 : 哈福企業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14-9-6 (PDF)
生活需要高級感/小野*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29-3 (EPUB)

打是親罵是愛,不打不罵是禍害?孩
子不是你的財產與沙包,你不是在教
育 , 是 在發 洩 情緒 / 胡郊仁, 趙建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820-9 (EPUB)
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: 戒嚴台灣小
說家群像/朱宥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塊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7-37-6 (EPUB)
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: 戒嚴台灣小
說家群像/朱宥勳著 .-- 臺北市 : 大塊
文化, 11009 .-- 約 382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7-47-5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380
*功能性材料研討會暨科技部專題研
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. 2021/南臺
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編
輯 .-- 臺 南 市 : 南 臺 科 大 化 材 系 ,
11008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27-73-7 (平裝)
示弱的勇氣: 老子教你學會真正的堅
強(暢銷紀念版)/田口佳史著; 卓惠娟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85-0 (PDF)

白袍之心: 乳癌治療路上的陪伴/廖
國秀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
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00-3-1 (EPUB)
打造出色調酒師的 12 週雞尾酒練習
課: 41 堂課程、90 個練習、超過 300
道酒譜,所有必備的工具材料、調製
的技巧,讓你在家自學也能成為雞尾
酒調飲的專家/約恩.德米爾斯曼
(Yoann Demeersseman)著; 克蘿伊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1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40-1
(EPUB)
他殺認定!奇案偵探大考驗/馮國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16-2
(EPUB)
失敗學: 每一場挫折都是一次生命系
統 的 升 級 / 伊 麗 莎 白. 德 依 (Elizabeth
Day)著; 羅雅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2-62-8 (PDF)
民國學風: 白話運動的進程,傳統與
現代的衝擊/劉克敵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21-6 (EPUB)

示弱的勇氣: 老子教你學會真正的堅
強(暢銷紀念版)/田口佳史著; 卓惠娟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86-7 (EPUB)

打開犯罪心理學大門: 詐騙、竊盜、
縱火、性騷擾、殺人犯,這些壞人都
在想什麼?/桐生正幸著; 魏俊崎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63-5 (EPUB)

石桃記: 2021 華人文創產業協會會員
聯展/張妙縈, 陳郁芬, 謝依靜總編
輯 .-- 桃園市 : 華人文創產業協會,
11009 .-- 11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00-1-5 (平裝) NT$500

打開閱讀眼: 少年小說閱讀與討論/
葛琦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衛文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90-544-7 (EPUB)

打破選股迷思的獲利心法/亞斯華斯.
達摩德仁(Aswath Damodaran)著; 吳書
榆 譯 .-- 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大 牌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1-55-1 (PDF)
打破選股迷思的獲利心法/亞斯華斯.
達摩德仁(Aswath Damodaran)著; 吳書
榆 譯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大 牌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1-57-5 (EPUB)
白袍之心: 乳癌治療路上的陪伴/廖
國秀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
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16-9-8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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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戰略: 企業如何制定最優目標與
路線?科特勒諮詢團隊經典解題/菲
力浦.科特勒(Philip Kotler), 米爾頓.科
特勒(Milton Kotler), 曹虎(Tiger Cao),
喬林(Collen Qiao), 王賽(Sam Wang)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寫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689-65-6
(EPUB)
用資訊圖表讀懂古羅馬/約翰.施德
(John Scheid), 米 蘭 . 梅 洛 可 (Milan
Melocco), 尼 可 拉 . 吉 耶 哈 (Nicolas
Guillerat)著; 洪夏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2-65-9 (EPUB)
田園逍遙遊: 温惠珍 2021 創作專輯/
温惠珍作 .-- 臺中市 : 温惠珍, 11009 .-

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32-2 (平裝) NT$200
白領犯罪/孟維德著 .-- 3 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126-8 (PDF)

以賽亞書 1-39 章/史蒂文.麥金尼恩
(Steven A. McKimon)主編; 林梓鳳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879-5
(EPUB)

永遠的外出: 關於那些突然離開我們
的愛人與失去以後的生活/益田米莉
(益田ミリ)著; 韓宛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516-3 (PDF)

正職工作做到退休?別做夢了!: 60 個
知識點幫助你啟動斜槓副業/小葉碎
碎念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文經
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63-803-9 (PDF)

永遠的外出: 關於那些突然離開我們
的愛人與失去以後的生活/益田米莉
(益田ミリ)著; 韓宛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517-0 (EPUB)

主題薦書: 超級歪談哲學之旅/超級
歪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 臨時動議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80-7-0 (EPUB) NT$80

永遠的企業號: 太平洋戰爭中的美國
精神/巴瑞特.提爾曼(Barrett Tillman)
著; 揭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3-33-1 (PDF)
永遠的企業號: 太平洋戰爭中的美國
精神/巴瑞特.提爾曼(Barrett Tillman)
著; 揭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3-34-8 (EPUB)

主題薦書: 楊斯棓談未來閱讀/楊斯
棓, 黃豆泥(黃彥霖), 陳沛穎作 .-- 第 2
版 .-- 臺中市 : 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80-8-7 (EPUB) NT$80
主權區塊鏈 1.0: 秩序互聯網與人類
命運共同體/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
著; 連玉明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8-515-5 (PDF)

古遠清臺灣文學五書/古遠清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78-532-2 (全套:平裝)
NT$3800

台灣史的誕生: 你不能不讀岡田英弘
/岡田英弘著; 陳心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8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763-42-3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699

古遠清臺灣文學五書/古遠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78-533-9 (全套:精裝)
NT$7000

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20 暨食尚好品
味/華品文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
品文化國際行銷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30-6-1 (EPUB)

台積電為什麼神?: 揭露台灣護國神
山與晶圓科技產業崛起的祕密/王百
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49-0 (PDF)

台灣調查時代/鳥居龍藏, 伊能嘉矩,
森丑之助原著; 楊南郡譯註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32-9264-7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2340

台積電為什麼神?: 揭露台灣護國神
山與晶圓科技產業崛起的祕密/王百
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51-3 (EPUB)

台灣環保噪音汙染戕害人權/王寶樹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樹人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2546-9-5
(PDF)

半導體產業年鑑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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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
工研院產科國際所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70-9 (PDF)

台灣擴充: 吳啓禎談經濟轉型/吳啓
禎, 劉千萍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1-0-4 (EPUB)
NT$80
台灣擴充: 吳叡人談自由民主/吳叡
人, 林艾德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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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0-9-4 (EPUB)
NT$80
台灣擴充: 鄭麗君談國家文化/鄭麗
君, 崔舜華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1-2-8 (EPUB)
NT$80
光: 傳遞訊息的使者/伊恩.沃姆斯利
(Ian Walmsley)著; 胡訢諄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5-92-8 (EPUB)
在人民之間: 業餘史家、獨立導演、
維權律師與部落客,從草根崛起的力
量,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/
魏簡作; 曾金燕, 徐曦白譯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991-1 (PDF)
在人民之間: 業餘史家、獨立導演、
維權律師與部落客,從草根崛起的力
量,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/
魏簡作; 曾金燕, 徐曦白譯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995-9 (EPUB)
羽山淳一的速繪密技/羽山淳一作;
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377-718-2 (全套:平裝) NT$1150
死亡推理!奇案偵探大考驗/馮國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20-9
(EPUB)
死亡與生命手記: 關於愛、失落、存
在的意義/歐文.亞隆(Irvin D. Yalom),
瑪莉蓮.亞隆(Marilyn Yalom)著; 鄧伯
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7-218-3 (EPUB)
百工職魂/目映台北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6-254-6 (EPUB)
兇手在偷笑!犯罪現場偵探推理題/馮
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18-6 (EPUB)
全方位瑜伽基本功: 精熟初階及進階
體位法 98 式、調控呼吸、放鬆法與
冥想/桑德拉.安德森(Sandra Anderson),
羅爾夫.蘇爾克(Rolf Sovik)著; 悅心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01-92-4 (EPUB) NT$476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43-1 (EPUB)

老北大講義: 中國小說史略/魯迅著 .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6-590-8
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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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498-1 (PDF)

老北大講義: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/
傅斯年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6-591-5 (PDF)
老北大講義: 中國金石學概論/馬衡
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6-589-2 (PDF)
老北大講義: 史學方法導論/傅斯年
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6-592-2 (PDF)
老北大講義: 明史講義/孟森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6-593-9 (PDF)
老北大講義: 清史講義/孟森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6-594-6 (PDF)
老北大講義: 詞學通論/吳梅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6-595-3 (PDF)
此生如鴿: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 38
個人生片羽(修訂紀念新版)/約翰.勒
卡雷(John Le Carré)著; 李靜宜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35-6
(PDF)
此生如鴿: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 38
個人生片羽(修訂紀念新版)/約翰.勒
卡雷(John Le Carré)著; 李靜宜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36-3
(EPUB)
早安,我心中的怪物: 一個心理師與
五顆破碎心靈的相互啟蒙,看他們從
情感失能到學會感受、走出童年創
傷的重生之路/凱瑟琳.吉爾戴娜
(Catherine Gildiner)著; 吳妍儀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18-8 (EPUB)
好好生氣,不懊悔的技術: 情緒不再
爆怒,也不會自己越想越氣,更能叫別
人照你的心意去做/安藤俊介著; 林
于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

存在的維度-時光詠物詩: 李光裕 楊
炯杕 楊北辰聯展= The Dimension of
Being-Object Poems in Time: A Joint
Exhibition of Lee Kuang-Yu,Yang
Jeong-Dih and Yang Pei-Chen/段存真
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采泥藝術, 11008 .- 40 面; 16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655-3-4 (平裝) NT$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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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88-9 (PDF)
如果世界是一場派對/李白文字.插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42-3
(EPUB)
吃的台灣史/曹銘宗, 翁佳音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511-8 (EPUB)
NT$336
如果有一天,我們說再見/台灣安寧照
顧基金會作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
下生活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94-0-1 (EPUB)
同姓同名/下村敦史作; 葉廷昭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85-2 (EPUB)
如果最終目標是賺錢,那為什麼不一
開始就學習如何理財/王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48-9-7 (PDF)
刑事訴訟法/盧映潔, 李鳳翔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17-6 (PDF)
刑法概要: 刑法分則/盧映潔, 李鳳翔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27-5
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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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6-802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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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語錄. 民國 111 年版/谷口雅宣,
谷口清超作; 宗教法人「生長之家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生長之家傳道
協會, 11011 .-- 31 面; 3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66-0-6 (平裝) NT$70
行星: 探索人類潛在新住所/大衛.A.
羅瑟里(David A. Rothery)著; 林楸燕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93-5
(EPUB)
名為世界的地方/蕭熠作; 邱佩轝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約
1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23-0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50 .- ISBN 978-957-13-9324-7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350
西洋占星術史: 擺盪在科學和魔術之
間的學問/中山茂著; 楊家昌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39-5
(EPUB)
有故事的論語/張瑋, 饅頭說團隊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9 .-- 冊 .- ISBN 978-626-7044-02-5 (全套:平裝)
NT$760
有故事的論語. 修養.天地篇: 愈讀愈
懂,這些千古金句背後的道理/張瑋,
饅頭說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出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4-00-1 (EPUB)
有故事的論語. 學習.處世篇: 愈讀愈
懂,這些千古金句背後的道理/張瑋,
饅頭說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出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4-01-8 (EPUB)
江城潛研: 中國學術思潮叢論/劉芝
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00-1 (PDF)
血書: 林昭的信仰、抗爭與殉道之旅
/連曦著; 賈森, 連曦譯 .-- 1 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商務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5-3357-6 (EPUB)
有效人生 OKR: 無痛突破職涯瓶頸,
掌握自我、夢想、未來的最強工作
術 / 姚瓊作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635-4 (EPUB) NT$294
老師不好意思教的世界奇葩史: 超乎
想 像, 原來 影響世 界的 領導 者是 這

樣!/歷史說書人團隊著 .-- 臺北市 : 大
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20-9-8 (EPUB)

早期羌人居徙研究/武剛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78-499-8 (PDF)

西班牙很有事: 暢銷小說家貝雷茲雷維特有笑又有料的西班牙史/阿圖
洛 . 貝 雷 茲 - 雷 維 特 (Arturo PérezReverte)作; 黃新珍譯; 尹仲敏朗讀 .-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8 .-- 約 48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14-4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80

自然發音輕鬆學: 看字讀音,聽音辨
字的單字學習秘笈/吳佳芬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7-77-0 (PDF)

*伊朗童話集/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
尚儀數位學習, 11008 .-- 約 166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39-2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250

死過一次才學會愛: 艾妮塔的瀕死重
生奇蹟/艾妮塔.穆札尼(Anita Moorjani)
著; 隋芃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01-85-6 (EPUB)

先 秦儒家哲 學詮釋與 評論 / 譚宇權
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萬 卷 樓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16-2 (PDF)
收納櫃設計完全解剖書/漂亮家居編
輯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738-9 (EPUB)
全球大視野: 掌握世界局勢必備地圖
套書: <<最新世界情勢地圖:從各國
觀點出發,用地圖建構你的國際觀>>
+ <<最新世界衝突地圖:解析區域衝
突,了解全球局勢>>/王思迅總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8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767-8-5 (全套:
平裝) NT$949

自然醫學 DIY/王永憲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2-82-6 (EPUB)

有溫度的手術刀: 一個頂尖外科醫師
的黑色幽默/陳光超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6-253-9 (EPUB)
企業風險管理: 將企業風險管理應用
於環境、社會、治理相關風險
/[COSO, WBCSD 著]; 莫冬立, 陳科里,
林芃昀, 鄭凱鴻譯 .-- 臺北市 : 企業永
續發展協會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9317-27-6 (PDF)
年輕人為何憤怒: 暴力組織的危險誘
惑以及我們能做什麼/賈米爾.吉瓦尼
著(Jamil Jivani); 莊安祺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60-5 (PDF)

行動冥想: 擺脫不安與煩惱,隨時隨
地享受獨處的靜心術/白取春彥作;
涂紋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227-9 (EPUB)

年輕人為何憤怒: 暴力組織的危險誘
惑以及我們能做什麼/賈米爾.吉瓦尼
著(Jamil Jivani); 莊安祺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63-6 (EPUB)

全球視 野與多元文化櫥 窗 = Global
visions and windows on multiple
cultures/黃宣穎, 廖熒虹, 黃雅菁, 蕭佳
郁, 高小玉, 楊萊茵, 陳怡容, 林露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
11008 .-- 8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5-59-3 (平裝)

企圖決定版圖 EMBA: 哈巴狗兒騎不
得 背後之言聽不得 忌才招致蕭牆禍
謙讓換得將相和/賀以禮(John Healy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43-4 (平裝) NT$400

行基菩薩: 東瀛文殊/金偉編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8-3-4 (PDF)

安寧的祝福/南杏子作; 王蘊潔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49-6 (EPUB)

行基菩薩: 東瀛文殊/金偉編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8-9-6
(EPUB)

自駕車產品、技術與市場趨勢剖析/
張家維, 官盛堯, 王自雄, 富士
Chimera 總研, NIKKEI ELECTRONICS
作 .-- 臺北市 : 資策會產研所, 11008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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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37-1
(PDF)
在緬甸尋找喬治.歐威爾/艾瑪.拉金
(Emma Larkin)著; 黃煜文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34-7-0 (PDF)
在緬甸尋找喬治.歐威爾/艾瑪.拉金
(Emma Larkin)著; 黃煜文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34-8-7 (EPUB)
自適與修持: 公安三袁的死生情切/
劉芝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01-8 (PDF)
行銷管理實務/熊漢琳作 .-- 初版 .-苗栗縣 :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學會,
11009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96-2-3 (平裝) NT$390
全穀蔬食烘焙時間: 帶給你滿足五感
的 46 種食譜/金文靜作; 陳品芳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17-9
(PDF)
全穀蔬食烘焙時間: 帶給你滿足五感
的 46 種食譜/金文靜作; 陳品芳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18-6
(EPUB)
有錢人在乎的和你不一樣/基斯.卡麥
隆.史密斯(Keith Cameron Smith)著; 黃
煜文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41-7 (EPUB)
共濟會,被隱藏的世界史: 影響人類
歷史,塑造世界版圖的神祕組織/約翰.
迪基(John Dickie)著; 林士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40-0
(EPUB)
老闆需要這樣的員工/高建成編著 .-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5-4-7 (PDF)
早點覺悟,少走點彎路: 別被似是而
非的觀念誤你一生/黃志堅, 成自來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19-3
(EPUB)
西藏正念書/克里斯托弗.漢沙德
(Christopher Hansard)著; 何定照譯 .--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88-8 (EPUB)

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505-7 (PDF)

那一天,憂鬱症找上了我: 從拒絕承
認到勇敢面對,一個記者戰勝憂鬱症

吳介甫的熱賣麵包課: 經典台式.人
氣吐司.軟硬歐包,46 款必學美味麵包
全圖解/吳介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506-4 (EPUB)

的真實告白/金正源(김정원)著; 黃莞
婷譯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39-2
(PDF)
每一刻,都好/凌阿板(凌宛琪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8-4-1 (PDF)
每一刻,都好/凌阿板(凌宛琪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0-1-2
(EPUB)
你一定要知道的 43 項登山醫學知識
/陳崇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靈文
創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76-0-3 (PDF)
我一個人: 李長青詩選/李長青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小 雅 文 創 事 業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020-9-0 (EPUB) NT$252
男人一生最好的投資: 男人希望自己
是女人初戀的對象 女人希望成為男
人最後的羅曼史
/高第(Manuel
Gaudi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65-6 (平裝) NT$400
男人一生最重要的投資: 你真愛一個
人 就要愛她原來的樣子 不能說愛她
要她變成你希望的樣子/伍德(Hayley
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55-7 (平裝) NT$400
呆人痴語/劉克慶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8-81-1 (PDF)
君子觀象以進德修業: 易經之<<易大
象>>導讀/彭鵬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822-3 (EPUB)
每天 10 分鐘,輕鬆教出雙語小寶貝. 1,
玩遊戲學英文單字/蘇菲亞著 .-- 新北
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4-45-4 (PDF)
吳介甫的熱賣麵包課: 經典台式.人
氣吐司.軟硬歐包,46 款必學美味麵包
全圖解/吳介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你可以不要怕孤獨,要從孤獨中產生
力量: 7 個孤獨的效用,積極孤獨的 7
大步驟/小川仁志著; 吳乃慧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710-9
(EPUB)
何必為了小人氣不停/左逢源著 .-- 第
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009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787-3 (平裝) NT$380
走自己的路: 台灣引進國際人權公約
的策略與實踐/王幼玲, 伍維婷, 李念
祖, 林沛君, 姚孟昌, 施逸翔, 張文貞,
郭銘禮, 陳玉潔, 彭治鏐, 黃默, 黃嵩
立, 黃慈忻, 顏玉如, 顏詩怡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29-9 (PDF)
沒有大道理,只和你聊一下平安喜樂/
李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44-5 (EPUB)
沒有大道理,只和你聊一下成敗得失/
李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43-8 (EPUB)
沒有大道理,只和你聊一下為人處世/
李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42-1 (EPUB)
宋至清代儒釋道文化在海南府城傳
播問題研究/李金操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78-517-9 (PDF)
吳志揚的三度職棒管理學: 制度 態
度 溫度/吳志揚口述; 周汶昊採訪整
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288-5 (EPUB)
吳志揚的三度職棒管理學: 制度 態
度 溫度/吳志揚口述; 周汶昊採訪整
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290-8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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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. 1: 舉世
不知何足怪 力行無顧是豪雄 忍難忍
處方是忍 容可容人未是容/伍德
(Hayley 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1-734-2 ( 平 裝 )
NT$400
別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. 2: 待人
要和中有介 處事要方中有圓 行事要
精中有果 認理要正中有通/伍德
(Hayley 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1-735-9 ( 平 裝 )
NT$400
別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. 3: 筍因
落籜方成竹 魚為奔波始化龍 運到盛
時須儆省 境當逆處要從容/伍德
(Hayley 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1-736-6 ( 平 裝 )
NT$400
沒事,就做菜吧: 師承米其林主廚,張
庭瑚教你煮出星級美味/張庭瑚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16-8
(EPUB)
我的不正經人生觀/黃益中作; 郭時
棣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8 .-約 3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7-92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我命由我不由天. 1: 最純真的金子 光
澤永遠不變 堅持真理的人 信念始終
不渝/管瀅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
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91-758-8 ( 平 裝 )
NT$400
我命由我不由天. 2: 奇蹟有時候還真
的會一再發生 但是你必須為目標持
續地努力 /管瀅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59-5 (平裝)
NT$400
我命由我不由天. 3: 愛會被拒絕 但仍
會回來 人生會變化 但不會飛走 希
望會幻滅 但不會消失/管瀅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60-1 (平裝) NT$400
我的事我自己會操心: 比起擔心,更
要緊握幸福,專注地活好今天/崔大鎬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16-2 (PDF)

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08-2 (EPUB)

市 : 麥浩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31-0 (EPUB)

我的事我自己會操心: 比起擔心,更
要緊握幸福,專注地活好今天/崔大鎬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20-9 (EPUB)

吳忠信日記(1956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04-4 (PDF)

你怎麼沒愛上你自己/陳志恆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11008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5-4-0 (平
裝)

吳忠信日記(1956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09-9 (EPUB)

沉思錄.我思故我在: 「近代哲學之
父」笛卡兒第一哲學代表作(名家全
譯 本| 經典重版 )/ 勒內. 笛卡兒(René
Descartes)著; 龐景仁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577-5 (PDF)

呆爸的家書. 1, 那一聲,拔~~~/王晃三
作 .-- 初 版 .-- 桃 園 市 : 王 晃 三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41-4 (EPUB)
呆爸的家書. 1, 那一聲,拔~~~/王晃三
作 .-- 初 版 .-- 桃 園 市 : 王 晃 三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53-7 (PDF)

我的第一本日語單字/朱讌欣, 田中
紀子合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41-6 (PDF)
我的第一本英語單字/張小怡, 思帝
拉 合 著 .-- 新 北 市 : 布 可 屋 文 化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42-3 (PDF)

沉思錄.我思故我在: 「近代哲學之
父」笛卡兒第一哲學代表作(名家全
譯 本| 經典重版 )/ 勒內. 笛卡兒(René
Descartes)著; 龐景仁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579-9 (EPUB)

我 的第一本 德語學習 書 /黃廷翰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4-43-0
(PDF)

我們: 反烏托邦三部曲. 1/尤金.薩米
爾欽著; 殷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578-2 (EPUB)

吳忠信日記(1951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05-1 (EPUB)

我的第一本醬料地圖(主廚親煮影音
版): 煮廚史丹利的 57 種自製安心醬
料,3 分鐘有「醬」就上菜!/Stanley 李
建軒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7-75-6 (PDF)

我們: 反烏托邦三部曲. 1/尤金.薩米
爾欽著; 殷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581-2 (PDF)

吳忠信日記(1952-1953)/吳忠信原著;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01-3 (PDF)

我的強迫症/許悔之作.朗讀 .-- 臺北
市 : 鏡文學, 11008 .-- 約 6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95-8 (線上有
聲書(MP3))

吳忠信日記(1952-1953)/吳忠信原著;
王文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06-8 (EPUB)

沙林傑/肯尼斯.斯拉文斯基(Kenneth
Slawenski)著; 葉佳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9-595-5 (EPUB)

吳忠信日記(1954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02-0 (PDF)

呂昇達: 職人手作吐司全書: 從名店
熱銷白吐司到日本人氣頂級吐司,一
次學會八大類型開店秒殺職人手作
技法/呂昇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
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6-31-5 (EPUB)

我 的 阿 嬤 ; 關 於 她 = My
grandmother;about her/Huiyu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飛柏創意, 11009 .-- 5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25-74 (精裝) NT$380
吳忠信日記(1951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00-6 (PDF)

吳忠信日記(1954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07-5 (EPUB)
吳忠信日記(1955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03-7 (PDF)
吳忠信日記(1955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隆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
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/ .-- 新
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, 11008 .-- 60 面;
1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94-217-3 (經
摺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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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苗其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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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個人都能大賺 30％: 股價跳水照樣
穩定獲利的「價值工程投資法」/奥
山月仁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2-79-6 (EPUB)
住 院 醫生 / 凱利. 帕森斯作; 吳宗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50-2 (EPUB)
我猜!他下一步會這麼做: 人性心理
學最高境界(彩色版)/丁夫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大拓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11-144-2 (PDF)
我從天空飛過: 國語文教學與日常/
許育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03-9 (PDF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 0 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5-2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 0 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7-6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 0 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6-9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 0 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8-3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 0 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9-0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一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4-8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一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5-5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.
第一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8-8
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.
第二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9-5
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.
第三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0-1
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.
第四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1-8
(EPUB)
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6-4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七七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0-2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七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7-9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七九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3-3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八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6-0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七八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5-7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二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8-4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七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6-2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九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2-1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八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7-7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七七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2-6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二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9-1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七八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7-1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九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3-8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八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5-3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七七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1-9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九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1-4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七九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14-0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七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4-5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七八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八年. 第四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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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4-6 (EPUB)
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9-2 (EPUB)
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4-9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九年. 第四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60-7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六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3-0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三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2-5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五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8-5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一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5-6
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三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3-9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五年. 第五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7-8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三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3-2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五年. 第四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6-1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三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2-2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四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2-3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三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1-5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四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1-6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六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5-4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四年. 第三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0-9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五年. 第一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50-8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四年. 第五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9-3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六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44-7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四年. 第四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8-6 (EPUB)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八五年. 第二冊(簡
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
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一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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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二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6-3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二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7-0
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三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8-7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三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29-4
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五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0-0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五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1-7
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四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2-4 (EPUB)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.
第四冊(簡體版)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
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33-1
(EPUB)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4-17-2 (PDF)

把設計帶到生活世界: 都市設計、跨
域、設計參與、工作坊的創新教學
實踐/黃瑞茂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黃
瑞茂, 11008 .-- 19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291-9 (平裝) NT$300

*佛說盂蘭盆經/(西晉)月氏三藏竺法
護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, 11008 .-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67-2 (平裝)

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畢業
設計作品集. 2021/宏國德霖科技大學
室內設計系 2021 畢業班著 .-- 新北
市 : 宏國德霖科大室設系, 11008 .-130 面 ; 2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4752-5-9 (平裝)
決勝內在領導力: 隱藏在世界領袖中
的人格特質與內在領導/張曼琳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71-1
(PDF)
決勝內在領導力: 隱藏在世界領袖中
的人格特質與內在領導/張曼琳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74-2
(EPUB)
你喝對水了嗎?/陳君潔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00-8 (PDF)
你喝對水了嗎?/陳君潔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02-2 (EPUB)
克雷洛夫寓言新解: 生薑還是老的辣
八角也是老的香 井淘三遍吃水甜 人
從三師武藝強/張儁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17-5 (平
裝) NT$550
佛說千佛洪名寶懺. 卷下, 未來星宿
劫/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,
11008 .-- 104 面; 1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94-216-6 (經摺裝)
佛說千佛洪名寶懺. 卷上, 過去莊嚴
劫/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,
11008 .-- 104 面; 1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94-214-2 (經摺裝)
佛說千佛洪名寶懺. 卷中, 現在賢劫
/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,
11008 .-- 104 面; 1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94-215-9 (經摺裝)
你說的是愛還是傷害: 坦率擁抱真心
的 20 個非暴力溝通練習/陳亭亘作 .-

我需要你的愛,更需要找到自己: 靈
魂伴侶、業力之愛、雙生火焰: 從我
們此生必將經歷的「三段愛」,了解
愛情的最終使命。/凱特.羅絲(Kate
Rose)著; 黃意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開朗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07-4-6 (PDF)
我需要你的愛,更需要找到自己: 靈
魂伴侶、業力之愛、雙生火焰: 從我
們此生必將經歷的「三段愛」,了解
愛情的最終使命。/凱特.羅絲(Kate
Rose)著; 黃意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開朗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07-6-0 (EPUB)
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、佛說
四天王經(合訂本)/大興善寺三藏沙
門不空奉詔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,
11009 .-- 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26-8-9 (平裝)

改變態度,壞事也可以變好事/文蔚然
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9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788-0 (平裝) NT$380
房子再小都好住,小宅設計規劃書/漂
亮家居編輯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麥浩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37-2 (EPUB)
法文文法瑰寶: 自主學習進階版/楊
淑娟, 侯義如作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992-8 (PDF)
法文文法瑰寶: 自主學習進階版/楊
淑娟, 侯義如作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996-6 (EPUB)
到日本當軟體工程師入門指南/陳巧
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863-3 (PDF)
到日本當軟體工程師入門指南/陳巧
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864-0 (EPUB)

身影/廖美華作 .-- 彰化縣 : 廖美華(彰
化縣)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228-5 (精裝)

青少年門徒力: 未來教會的增長關鍵
/ 莊舒華著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882-5 (EPUB)

找樹的人: 一個植物學者的東亞巨木
追尋之旅/徐嘉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紅樹林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10-1-7 (EPUB)

阿牛的心/阿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健行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26-1-5 (EPUB)

改變我們如何學習的科學 Grasp: MIT
有效學習法的實踐/山加.沙馬(Sanjay
Sarma), 路克.約辛托(Luke Yoquinto)
著; 洪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276-0 (EPUB)
改變性別,是為了活出真實自我: 日
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為性少數、性
別認同障礙者打破成規,改變社會!/
上川礼著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12-4 (PDF)
改變性別,是為了活出真實自我: 日
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為性少數、性
別認同障礙者打破成規,改變社會!/
上川礼著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14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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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公啟示錄: 范明公易經開講. 2: 從
孔子<<周易.繫辭傳>>學習超前智慧
布署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
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6-43-8 (EPUB)
明公啟示錄: 解密維摩詰經的大乘佛
教實踐道. 2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6-44-5 (EPUB)
法句經故事集解: 讓預言的號角奏鳴,
哦,西風啊 如果冬天來了,春天還會
遠嗎?/張儁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經史子集, 11009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91-779-3 ( 平 裝 )
NT$650
夜 行 之 子 ( 十 周 年 經 典 版 )/ 郭 強 生
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23-407-4 (PDF)

法式甜點裡的台灣: 味道、風格、神
髓,台灣甜點師們的自我追尋/Ying C.
陳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5-95-9 (EPUB)
長老職分課程/水流職事站編; 財團
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.-- 臺灣
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臺 灣 福 音 書 房 ,
11008 .-- 19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66-709-6 (第 4 冊:平裝)
邱育千的生命故事: 我的一千零一夜
/邱育千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嚮往影
響力投資平台, 11011 .-- 11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00-0-9 (平裝)
NT$300

*版型設計: 裙子版型設計理論與應
用實務 /黃丹怡, 蘇怡如作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
展協會, 11009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80-9-5 ( 平 裝 )
NT$480

長笛 17 首每日大練習曲(中英對照)=
17 Big daily exercises for the flute/保羅.
塔法奈爾(P. Taffanel), 菲利浦.高白爾
(Ph. Gaubert)作; 李宗霖編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樂韻, 11010 .-- 60 面; 3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986-91-9 (平裝)

股息 Cover(照顧)我每一天: 600 張存
股達人絕活全公開/大俠武林著 .-- 一
版 .-- 臺 北 市 : Smart 智 富 文 化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74-0-8 (EPUB)

咖啡行者的全息烘焙法/謝承孝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28-5
(EPUB)

尚書今古文注疏/(清)孫星衍註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廣文, 11009 .-- 48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3-88-5 (平
裝) NT$630

虎尾創生: 生活首都: 哇!不是蓋的,文
創建設秀虎尾/林文彬著 .-- 雲林縣 :
林文彬(雲林縣)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215-5 (EPUB)

初級文法一本通: 我的第一本英文文
法/特拉.麥迪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44-7 (PDF)

征服阿茲海默症: 從病變基因、造假
風波到藥物研發,與疾病對抗的最前
線戰士,如何幫助患者及其家人找到
解方/下山進作;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89-624-2 (EPUB)

怪書研究室: 人皮書、殺人書、和書
結婚、內容多到摧毀宇宙的書......從
這些珍奇書稿探索史上最獵奇的真
實故事/愛德華.布魯克希欽(Edward
Brooke-Hitching)作; 楊詠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36-5 (EPUB)

青林果熟星宿爛: 落蒂新詩論集/余
境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03-2 (PDF)
怪物島= Monster island/Chia Chi Chang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飛柏創意,
11009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25-4-3 (精裝) NT$460
空姐報報 EMILY,從空姐到網紅: 比
淚水更美的是,重新開始的勇氣與自
信!/Emily(朱芃穎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6-33-9 (EPUB)
奇門遁甲上元經評述/(清)玄真子著;
張慶冰評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昌明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6-588-5 (EPUB)
奔流之歌: 詩論與詩畫集/譚宇權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02-5 (PDF)
典型夙昔: 前修緬思錄 初集/陳煒舜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18-6 (PDF)

阿茲海默症全方位終結計畫:
(ReCODE 療法終極版)任何年齡都適
用,能提升認知能力、逆轉認知退化
的完整指南/戴爾.布萊迪森(Dale E.
Bredesen)著; 王心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89-2-3 (EPUB)
兔姬插畫作品集/兔姬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851-2 (EPUB)

拉動命運的心弦: 心臟外科醫養成記
/張睿智主述; 凃心怡撰文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04-1 (PDF)
拉動命運的心弦: 心臟外科醫養成記
/張睿智主述; 凃心怡撰文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06-5 (EPUB)
怪異與想像: 古代小說文化與心理研
究/陳世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
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19-3 (PDF)
服裝色彩搭配寶典/唯美映像編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61-7
(EPUB)
性愛的科學: 越做越愛,讓兩人更有
感覺的親密處方箋/沈子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31-9
(EPUB)
花嫁陷阱/珊蒂.瓊斯作; 吳宗璘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42-7 (EPUB)

居家達人 270 招: 美容、家事、保健、
養生有訣竅/美黛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8-40-7 (EPUB)

亞當理論: 跨世紀順勢交易大師經典
之作/威爾斯.威爾德(Welles J. Wilder)
著; 呂佩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
金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68-0-4 (EPUB)

東海新進教師手冊. 110 學年度= New
faculty handbook/劉珠利總編輯 .-- 臺
中市 : 東海出版中心, 11009 .-- 2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8-092-9 (平
裝)

刻意暫停: 成長不必燃燒殆盡,掌握
六階段心態重啟法,讓你創造未來佳
績/全玉杓著; 劉小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527-9 (PDF)

依納爵與你: 生命經驗的反省與學習
/艾瑞克.傑生(Eric Jensen, S.J.)著; 黃
美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46-956-6 (EPUB)

刻意暫停: 成長不必燃燒殆盡,掌握
六階段心態重啟法,讓你創造未來佳
績/全玉杓著; 劉小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528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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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腹調體質,排毒一身輕: 斷食養生
八堂課/陶紅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8-39-1 (EPUB)
幸福了,然後呢?: 你該知道的家事法
律/呂秋遠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645-3 (EPUB)
直銷必讀的 100 個小故事/王建國編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5-5-4 (PDF)
阿德勒帶人心理學/岸見一郎著; 張
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530-9 (PDF)
阿德勒帶人心理學/岸見一郎著; 張
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532-3 (EPUB)
典範傳承 同行致遠: 鐘育志校長校
務紀實/戴嘉言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高
雄市 : 高醫大, 11008 .-- 352 面; 42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105-54-8 (平裝)
金融市場 x Python 程式交易: 高手親
自 傳授的自 動化投資 聖經 / 張峮瑋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6-31-7 (PDF)
金融科技發展趨勢解析/李震華, 黃
仕杰, 賴苡安, 楊政霖, 朱師右, 劉巧
玉, 張凱傑, 姚淑雯, 王品雯作 .-- 臺北
市 : 資策會產研所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33-3 (PDF)
物聯網時代 從 E 化社會到 U 化社會:
無人車 X 行動辦公 X 線上教育 X 智
慧家居 X 智慧醫療 X 行動支付/黃建
波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
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75-4 (EPUB)
典藏世界圖書館: 從古文明至 21 世
紀的絕美知識殿堂巡禮/詹姆斯.坎貝
爾(James W.P. Campbell), 威爾.普萊斯
(Will Pryce)作; 黃煦甯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89-617-4 (EPUB)
奇蹟的救命靈藥: 胰島素發現的故事
/蒂亞.庫伯(Thea Cooper), 亞瑟.安斯
伯格(Arthur Ainsberg)著; 胡德瑋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09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117-1
(PDF)
奇蹟的救命靈藥: 胰島素發現的故事
/蒂亞.庫伯(Thea Cooper), 亞瑟.安斯
伯格(Arthur Ainsberg)著; 胡德瑋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118-8
(EPUB)
奇蹟課程釋義: 正文行旅. 第二冊/肯
尼斯.霍布尼克(Kenneth Wapnick)著;
若水譯 .-- 臺中市 : 奇蹟課程.奇蹟資
訊中心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554-8-8 (EPUB) NT$238
拉羅什傅柯箴言: 愚者的天堂 便是
智者的地獄 複雜的事情 在變簡單之
前 都是困難的
/張儁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78-6 (平裝) NT$400
泡麵為什麼總是彎的?: 136 個廚房裡
的科學謎題/羅伯特.沃克(Robert L.
Wolke)著; 高雄柏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臉譜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5-013-3 (EPUB)

俗女日常/江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306-3 (PDF)
俗女日常/江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308-7 (EPUB)
看不見的影響力: 華頓商學院教你看
穿自己如何受影響,做出最好的決定
(<< 何 時 要 從 眾 ? 何 時 又 該 特 立 獨
行?>>暢銷慶祝版)/約拿.博格(Jonah
Berger)著; 許恬寧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34-6 (PDF)
看不見的影響力: 華頓商學院教你看
穿自己如何受影響,做出最好的決定
(<< 何 時 要 從 眾 ? 何 時 又 該 特 立 獨
行?>>暢銷慶祝版)/約拿.博格(Jonah
Berger)著; 許恬寧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38-4 (EPUB)
英文實力躍階全書/李盛光編著 .-- 新
北市 : 李震光, 11009 .-- 3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73-8 (平裝)
NT$1350

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: 1 對 1.愛心
課輔班/陳美羿, 高玉美, 郭寶瑛, 林淑
真, 徐美華, 李錦秀, 林佩臻, 詹明珠,
曾秀旭, 潘瑜華, 林秀蘭, 郭雪卿, 王
春珠, 林綉娟, 顧敏慧, 廖月鳳, 張文
黛, 郭碧娥, 楊明薰, 郭碧娥, 楊明薰,
王鳳娥, 明含, 陳晉煒, 杜紅棗, 葉冠
孜, 葉子豪, 蘇芳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78-5-8 (PDF)

活用說話藝術,改變對方的態度/易千
秋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版, 11009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789-7 (平裝) NT$380

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: 1 對 1.愛心
課輔班/陳美羿, 高玉美, 郭寶瑛, 林淑
真, 徐美華, 李錦秀, 林佩臻, 詹明珠,
曾秀旭, 潘瑜華, 林秀蘭, 郭雪卿, 王
春珠, 林綉娟, 顧敏慧, 廖月鳳, 張文
黛, 郭碧娥, 楊明薰, 郭碧娥, 楊明薰,
王鳳娥, 明含, 陳晉煒, 杜紅棗, 葉冠
孜, 葉子豪, 蘇芳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典雜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90-0-5 (EPUB)

恰如其分的自尊(暢銷經典版)/克里
斯托夫.安德烈(Christophe André), 弗
朗索瓦.勒洛爾(François Lelord)著; 周
行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79-8-0 (EPUB)

重力: 擾動時空的主宰者/提姆西.克
里 夫 頓 (Timothy Clifton) 著 ; 胡 訢 諄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94-2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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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如其分的自尊(暢銷經典版)/克里
斯托夫.安德烈(Christophe André), 弗
朗索瓦.勒洛爾(François Lelord)著; 周
行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79-7-3 (PDF)

柯里夫頓紀事/傑佛瑞.亞契作; 李靜
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13-7 (EPUB)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工程數學(4)
化工所)(105-110 年試題)/周易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80-7
(PDF)

為你的心定錨/愛比克泰德(Epictetus)
著; 愷易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
朗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07-5-3 (PDF)
為你的心定錨/愛比克泰德(Epictetus)
著; 愷易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
朗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07-7-7 (EPUB)
俊男美女經濟學: 掌握我們命運的不
是星座 而是自己 掌握他們命運的不
是科學 而是迷信
/伍德(Hayley
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81-6 (平裝) NT$650
食材保鮮事典: 收錄 166 種居家常見
食材,常溫、冷藏、冷凍、乾燥都輕
鬆搞定/沼津理惠(沼津りえ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光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3-50-1 (EPUB)
為青少年立界線: 何時該說好,要如
何說不/湯森德(John Townsend)著; 秦
蘊璞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880-1
(EPUB)
重返花磚時光: 搶救修復全台老花磚、
復刻當代新花磚,保存百年民居日常
的生活足跡,再續台灣花磚之美/徐嘉
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03-9-2 (PDF)
重返花磚時光: 搶救修復全台老花磚、
復刻當代新花磚,保存百年民居日常
的生活足跡,再續台灣花磚之美/徐嘉
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23-0-1 (EPUB)
前沿科技轉化暨推廣. 2021: 人工智
慧及生技醫藥-科普文稿電子書/林佳
蓉, 陳玫岑, 黃群雅, 楊敏, 葉玟萱, 鄭
瑞洲編輯 .-- 高雄市 : 科轉計畫-前沿
科技轉化暨教育應用推廣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6-31-5
(PDF)
重返訂製的霓裳時代: 裁縫師的衣帽
間/純純電影音樂咖啡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風雅存創意, 11010 .-- 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5-0-3 (精
裝) NT$500
相信今天會有好事發生: 書寫中的心
想事成/彭樹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皇冠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3-3794-2 (PDF)
界 面化學與 界面活性 劑 /廖明隆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90-1
(PDF)
皇帝的家書: 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
帝國的治理實相/岡田英弘著; 廖怡
錚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36-2 (PDF)
皇帝的家書: 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
帝國的治理實相/岡田英弘著; 廖怡
錚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38-6 (EPUB)
面相故事. 第二集/沈全榮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86-6 (PDF)
英美侵權行為法: 基本原則與案例=
Anglo-American law of torts: basic
principles and cases/潘維大, 姚思遠, 何
婉君, 范秀羽, 王震宇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9 .-- 6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26-9 (平裝)
NT$800

信託法/王志誠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110-7 (PDF)
客家與族群研究的技藝/宋文里, 李
文玫, 林正慧, 林本炫, 林靖修, 柯瓊
芳, 洪馨蘭, 張維安, 張陳基, 許維德,
徐盈佳, 陶振超, 潘怡潔, 潘美玲, 劉
慧雯, 簡美玲作 .-- 新竹市 : 陽明交通
大學出版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0-12-8 (EPUB)
秒殺!限時破案推理遊戲/馮國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22-3
(EPUB)
美國公債.美元教會我投資的事: 2 個
指標主宰全球景氣循環,抓住超前佈
署關鍵!搭上最強資金潮流,國際認證
理財顧問賺 30 倍的理財分享!/吳盛
富作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4-8-5
(EPUB)
英 國田 園 : 傳承 / 詹姆士. 瑞班克 斯
(James Rebanks)著; 翁尚均譯 .-- 新北
市 : 潮浪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80-5-8 (PDF)

南美神話故事/王覺眠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好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8-562-2 (EPUB)

英 國田 園 : 傳承 / 詹姆士. 瑞班克 斯
(James Rebanks)著; 翁尚均譯 .-- 新北
市 : 潮浪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80-6-5 (EPUB)

疫重情深: COVID-19 慈濟防疫紀實/
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02-8-4 (PDF)

帝都形勝: 燕京八景詩抄/王鴻鵬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824-7 (EPUB)

疫重情深: COVID-19 慈濟防疫紀實/
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02-9-1 (EPUB)

帝國的誕生: 從共和時代到哈德良的
羅馬/大衛.波特(David Potter)著; 王約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24-7 (EPUB)

故宮文物日曆. 二 0 二二歲次壬寅/趙
祐瑋, 柯朱亮, 林家聿, 鄭佳耀, 劉星
佑撰文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 : 台灣時代
文化藝術基金會, 11009 .-- 770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649-4-6 (精裝)
NT$880
為時不晚: 察覺 7 種有跡可循的內在
危機/凱瑞.紐霍夫(Carey Nieuwhof)著;
田育慈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格子外
面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10-3-5 (EPUB)

疫情神學: 在愛與盼望中邁向後疫情
時代/魏連嶽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
園書房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8-877-1 (EPUB)
美國健身第一強人的動機之書: 14 堂
健心課,科學化預防心態雜訊、維持
體 能 巔峰 / 麥可. 馬修斯著; 郭曉燕
譯 .-- 三 版 .-- 新 北 市 : 一 起 來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60-8-5 (PDF)
美國健身第一強人的動機之書: 14 堂
健心課,科學化預防心態雜訊、維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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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能 巔峰 / 麥可. 馬修斯著; 郭曉燕
譯 .-- 三 版 .-- 新 北 市 : 一 起 來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14-0-3 (EPUB)
帝國斜陽: 但以理書新解. 敘事篇=
And the sun sets on the empire: a new
commentary on Daniel. book 1, narrative/
梁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基督福音
證主, 11009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45-33-2 (精裝)
美國憲法: 基本原則與案例=
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: basic
principles and cases/姚思遠, 范秀羽, 李
劍非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
11009 .-- 7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25-2 (平裝) NT$850
品牌,極上體驗: Tim Kobe 與賈伯斯
一起改變世界的設計創價心法/廷畝.
寇比, 羅捷.雷曼著; 盧俞如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33-4 (EPUB)
品牌力量: 無名小公司到全球企業帝
國,麻雀變鳳凰的契機/黃榮華, 申珊
珊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823-0 (EPUB)
流量為王!迎接 TikTok 時代: 百萬播
主實戰上線,TikTok 經營操作大公開/
蕭聰傑, 周琦森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博思智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00-0-0 (PDF)
流量為王!迎接 TikTok 時代: 百萬播
主實戰上線,TikTok 經營操作大公開/
蕭聰傑, 周琦森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博思智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00-4-8 (EPUB)
柬單紀錄= When in Cambodia/ 車昕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車昕, 11008 .-10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288-9 (平裝) NT$230
思想自由史/約翰.巴格內爾.伯里
(John Bagnell Bury)著; 羅家倫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62-9 (PDF)
思路決定出路 EMBA: 刀利不怕韌牛
皮 火烈不怕生柴枝 說好不錦上添花
說壞不落井下石/賀以禮(John Healy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44-1 (平裝) NT$400

柳園吟稿/楊君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8-520-9 (PDF)
前路漫漫,步履不停/鄧楚涵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21-7
(EPUB)

臺灣商務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5-3358-3 (EPUB)
要談商脈,首先要從人脈開始/林華亭
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5-6-1
(PDF)

英語自學策略: 英文 Email 懶人包,複
製 、 貼 上 、 替 換 , 瞬 間 搞 定 !/Sheila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管顧問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36-7-7 (PDF)

紅樓夢淨賺五千萬: 世事洞明皆學問
人情練達即文章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
為有處有還無/管瀅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6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15-1 (平
裝) NT$500

相聚於美麗的建築中/伊東豊雄作;
謝宗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285-2 (EPUB)

科學少年學習誌: 科學閱讀素養. 生
物篇. 5/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.-- 臺北
市 : 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269-2 (EPUB)

面對這世界的惡意,我也會活得毫不
客氣!(博客來特別收錄獨家照片頁):
我是娘娘腔,也是自己親封的皇后娘
娘;只要敢想像,我可以是任何模樣。
/泰辣(Tyla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090-9 (EPUB)

科學少年學習誌: 科學閱讀素養. 地
科篇. 5/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.-- 臺北
市 : 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271-5 (EPUB)

面對這世界的惡意,我也會活得毫不
客氣!: 我是娘娘腔,也是自己親封的
皇后娘娘;只要敢想像,我可以是任何
模樣。/泰辣(Tyla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091-6 (EPUB)
思維進化: 用思考突破人生所有障礙
/楊大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274-6 (EPUB)
*英語遊學佳冬/潘怡靜, 蘇曉憶, 謝
慧真, 丁志杰, 王瑞榮, 邱燕屏, 張菀
麟, 鍾沂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定易, 11008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948-3-8 (平裝)
*英語學習之情意因素與英語成就相
關性之研究: 以一所科技大學學生為
研 究 對 象 = Research on the
relationships between affective factors in
English
learning
and
English
achievement among students of a
technological university/王琪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王琪, 11008 .-- 11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71-1 (平
裝) NT$500
胡適的頓挫: 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
治抉擇/黃克武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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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少年學習誌: 科學閱讀素養. 理
化篇. 5/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.-- 臺北
市 : 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270-8 (EPUB)
建 築 定 位 : 說 故事 的能 力 =
Architectural positioning: the ability to
tell stories/齊瓦哥 Mr. Chi 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左上角企劃顧問, 11010 .-23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0633-6-5 (精裝) NT$1200
約翰壹書、約翰貳書、約翰叁書= 1、
2&3 John/喬美倫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
靈糧堂, 11008 .-- 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9-51-5 (平裝)
飛鴻印雪: 我們一起走過/郭本城著 .- 臺北市 : 景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78-1-4 (EPUB) NT$210
美麗新世界/阿道斯.赫胥黎著; 吳妍
儀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76-8 (PDF)
美麗新世界: 反烏托邦三部曲. 2/阿
道斯.赫胥黎著; 吳妍儀譯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82-9 (EPUB)
毒藥貓理論: 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
/王明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18-9-0 (EPUB)

皇權、近習與權臣: 南宋的外戚與政
治/黃純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
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495-0 (PDF)
流體向度: 後疫情下漂移的地方感=
Fluid: displacement under the pandemic/
邱建銘, 范嘉恩, 梁育瑄, 陳巧筠, 陳
劭彥, 梁宗佑, 顏群著 .-- 臺北市 : 藝
境文化藝術, 11008 .-- 31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8709-5-6 (平裝)
*哥,就是個狠角色: 細數戰國風雲人
物,誰能縱橫天下?/金哲毅作; 何立翔
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008 .-- 約 318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281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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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34-4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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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34-5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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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Ryu Hanbin)著; 張亞薇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寫樂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27-0-1 (EPUB) NT$248
高手的法則: 向 68 位橫跨長期投資、
價值投資、成長型投資到短線交易
領域的金融界傳奇大師,學習投資原
則與禁忌清單/克里斯多福.派克
(Christopher Parker)編; 賴孟宗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8-2-8
(EPUB)
財不進急門 福不入偏門. 1: 不見太陽
霉氣大 不見世面嬌氣大 錦堂客至三
杯酒 茅舍人來一盞茶/伍德(Hayley
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61-8 (平裝) NT$400
財不進急門 福不入偏門. 2: 年年難過
年年過 處處無家處處家 休戀故鄉生
處好 受恩深處便為家/伍德(Hayley
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62-5 (平裝) NT$400

財不進急門 福不入偏門. 3: 立志須從
千載想 閒談莫過五分鐘 水中撈月白
費力 竹籃打水一場空/伍德(Hayley
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63-2 (平裝) NT$400
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40-3 (平裝) NT$400

馬可福音/劉永行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
靈糧堂, 11008 .-- 7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9-52-2 (平裝)

修身顯瘦の下降運動: 利用離心力,
有效啟動肌肉! 一天一次,4 週瘦身有
感/石村友見著; 蔡麗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35-4 (PDF)

祖母綠與水晶: 愛情就是當你遇到一
個更好的人 卻依然和曾經發誓與共
的人在一起/張儁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
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6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64-9 (平裝)
NT$500
追光之旅: 你所不知道的同步輻射/
許火順, 林錦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下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280-9 (PDF)
追光之旅: 你所不知道的同步輻射/
許火順, 林錦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下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282-3 (EPUB)
配色的設計美學/Iyamadesign 著; 王
榆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30-8 (PDF)
配色的設計美學/Iyamadesign 著; 王
榆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32-2 (EPUB)
時光電廠/陳雨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77-3 (EPUB)

*能言樹/麥克唐妮爾原作; 石瑾謙朗
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8 .- 約 15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5-40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

修身顯瘦の下降運動: 利用離心力,
有效啟動肌肉! 一天一次,4 週瘦身有
感/石村友見著; 蔡麗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36-1 (EPUB)
茶言觀色品茶趣: 臺灣茶風味解析/
陳 國 任 著 .-- 臺 北 市 : 華 品 文 創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1-50-4 (PDF)
個性決定德性 EMBA: 屋裡無燈望月
出 身上無衣望天熱 臨喜臨怒見涵養
群行群止見品格/賀以禮(John Healy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42-7 (平裝) NT$400
迷物森林/許力心, 龔大中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88-9 (PDF)
迷物森林/許力心, 龔大中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96-4
(EPUB)

退休禪心態: 退休了,完全切斷過去,
開啟有禪味的快樂人生/枡野俊明著;
吳乃慧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雜誌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8-711-6 (EPUB)

原來數學這樣教更有效: 一位數學教
育家的 92 個教學反思,備課前、課堂
中、下課後,從激勵學習、培養思考
力、善用範例、刻意練習到評量診
斷,讓老師與學生共享數學的樂趣/葛
雷格. 巴 頓(Craig Barton) 著; 廖婉如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17-1
(EPUB)

唐宋文舉要(新)/高步瀛編 .-- 初版再
刷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93-85-7 (全套:平裝)

時尚攝影的四個維度/胡齊元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48-9 (PDF)

格局決定結局 EMBA: 長江寬闊千溪
歸 男兒風流萬女隨 青雲有路終須到
金榜無名誓不歸/賀以禮(John Healy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
浮 屍 / 馬 力 梵 . 高 麓 (Malivan.Kawru)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
藝術家協會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11-9-4 (PDF)

時光電廠/陳雨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82-7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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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炳民 Dr. John B. Tsu: 美國歷史上白
宮首位華人幕僚/傅中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金剛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16-6-0 (EPUB)
追看黃金時間: 把<<山水有相逢>>、
<<輪流傳>>、<<執到寶>>前塵細認/
歷士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22-5
(EPUB)
海洋博物誌(珊瑚礁近岸): 飽覽海岸
與水下生態!900 種魚類與無脊椎生
物辨識百科. 下冊, 魚類篇/李承錄, 趙
健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735-8 (EPUB)
海洋博物誌(珊瑚礁近岸): 飽覽海岸
與水下生態!900 種魚類與無脊椎生
物辨識百科. 上冊, 無脊椎篇/李承錄,
趙健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734-1 (EPUB)
時哉傳家寶每天 5 分鐘儒學家唐瑜
凌陪你讀<<論語>>. 1, 學而為政/唐
瑜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6-38-4 (EPUB)
旅美憶往: 我的醫學圖書館歲月/范
豪英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1-312-7 (EPUB)
茶香禪味,簾內豈能不醉/草川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04-9 (PDF)
破案王: 180 個挑戰你思考習慣的推
理奇案/馮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8-24-7 (EPUB)
家 庭 生 活 品 質 ( 易 讀
版)/R.A.McWilliam 原文作; 楊美華主
編 .-- 臺南市 : 德蘭啟智中心, 11010 .- 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024-3-7 (平裝)
神秘消失的馬雅文明/Budd Hopkins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37-7
(EPUB)
疾病密碼: 揭開中醫識病、辨病、治
病全過程,探知自然、生命與疾病的
奧祕/唐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9-349-1 (EPUB)
案情不單純!犯罪現場推理大考驗/馮
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23-0 (EPUB)

財富捐贈大誓言. 3: 別人求我三春雨
我去求人六月霜 人遇誤解休怨恨 事
逢 得 意 莫 輕 狂 / 高 第 (Manuel Gaudi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49-6 (平裝) NT$400

神婆的歡喜生活/努努伊.茵瓦著; 罕
麗姝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42-1 (PDF)

追尋寧靜/喬治.普羅契尼克著; 韓絜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510-6 (EPUB)

神婆的歡喜生活/努努伊.茵瓦著; 罕
麗姝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44-5 (EPUB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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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, 貝 蒂 . 蘇 . 孚 勞 爾 (Betty Sue
Flowers)編著; 朱侃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11-3 (EPUB)

真情總教人感動: 最誠摯清新的溫馨
故事輯/董保綱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8-38-4 (EPUB)
氣場: 吸引力倍增的關鍵五力/王晴
天著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1-908-4 (PDF)
氣場: 吸引力倍增的關鍵五力/王晴
天著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271-909-1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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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林心雅, 李文堯, 田昕旻譯 .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78-9
(EPUB) NT$249
租稅法規: 理論與實務/黃明聖, 黃淑
惠著 .-- 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47-3 (PDF)
財富捐贈大誓言. 1: 卷中新句誠諶喜
身外浮名不足忙 貧無達士將金贈 病
有 高 人 說 藥 方 / 高 第 (Manuel Gaudi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47-2 (平裝) NT$400
財富捐贈大誓言. 2: 若不知滄桑苦 誰
知其中味 若不品人間酒 誰知其中醉
若不陷世間情 誰知其中累/高第
(Manuel Gaudi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48-9 (平裝)
NT$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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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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70-8 (EPUB)
祕境: 隱藏版世界奇觀的探索珍藏集
/喬許.弗爾(Joshua Foer), 狄倫.圖拉斯
(Dylan Thuras), 艾拉.莫頓(Ella Morton)
著; 張依玫, 趙睿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日出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5-97-3 (EPUB)
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技術服務
手冊. 110 年/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
院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實驗
研究院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62-0-0 (PDF)
祝福的意思: 等路台文版有聲書/洪
明道作; 穆宣名, 陳余寬朗讀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09 .-- 約 275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64-3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00
秘境尋奇北緯三十度線/周增文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36-0 (EPUB)
宮廟見證實錄/顏憶慈(玄美), 呂玉如
(玄如)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玄清宮,
11009 .-- 1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911-3-0 (平裝)
祖魯法則(實現你的 300％獲利典藏
套書)(祖魯法則+超越祖魯法則)/吉
姆.史萊特(Jim Slater)作; 劉道捷, 陳鴻
旻 譯 .-- 三 版 .-- 新 北 市 : 大 牌 ,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41-544 (全套:平裝) NT$800

修養與批判: 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
柯 / 何 乏 筆 作 .-- 新 北 市 : 聯 經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984-3 (PDF)

和業隆盛 國和長雄風/伍德(Hayley
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16-8 (平裝) NT$400

自信,越動越聰明/柳澤弘樹著; 邱香
凝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墨 刻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89-630-3 (EPUB)

修養與批判: 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
柯 / 何 乏 筆 作 .-- 新 北 市 : 聯 經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5988-1 (EPUB)

第一本韓式造型飯捲(全圖解)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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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 北 市 : 臺 灣 廣 廈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0-508-0 (EPUB)

現代詩寫作教學研究/張玉明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06-3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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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090-2 (PDF)
記憶解碼: 我們如何形成記憶,記憶
又 如 何 造 就 我 們 ?/ 薇 洛 妮 卡 . 歐 金
(Veronica O'Keane)著; 潘昱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8-2-8 (PDF)
記憶解碼: 我們如何形成記憶,記憶
又 如 何 造 就 我 們 ?/ 薇 洛 妮 卡 . 歐 金
(Veronica O'Keane)著; 潘昱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8-3-5 (EPUB)
留聲機時代: 日治時期唱片工業發展
史/林良哲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51-1-1 (PDF)
留聲機時代: 日治時期唱片工業發展
史/林良哲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51-4-2 (EPUB)
骨關節解剖全書/柯龐齊作; 徐其昭,
黃崇舜, 方奕瑋, 江幸鎂, 胡碧嬋, 魏
美穎, 沙布.魯比, 郭涵博, 黃馨弘, 鄭
鴻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70322-8 (全套:平裝) NT$2850
從 0 到億!社畜也能財務自由: 我「23
歲/沒背景/沒資歷」,用 6 年打敗死薪
水,提早過自己想要的生活/迫佑樹著;
林安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89-618-1 (EPUB)
這 14 種人間奢侈品: 無事不登三寶
殿 有錢難買一身安 無事且從閒處樂
有書時向靜中觀
/伍德(Hayley
Wood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
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91-780-9 (平裝) NT$400
第 37 計快速致富: 天和風雨順 地和
五穀豐 人和百業旺 家和萬事興 企

從人到鬼,從鬼到人: 日本戰犯與中
國的審判/顧若鵬(Barak Kushner)著;
江威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8-114-0 (PDF)
從人到鬼,從鬼到人: 日本戰犯與中
國的審判/顧若鵬(Barak Kushner)著;
江威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8-115-7 (EPUB)
*國木田獨步集/國木田獨步原作; 石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
11008 .-- 約 1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5-41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
淡水好生活參與錄: 永續生活圈營造
計畫+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/黃瑞茂
著 .-- 新北市 : 黃瑞茂, 11008 .-- 75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83-4 (平
裝) NT$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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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05-6 (PDF)
現代日本語の複合動詞の意味用法:
共起表現を中心に/馮寶珠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致良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4-27-8 (平
裝) NT$350
棄民世代: 當國家都放棄你了,你要
如何面對未來/藤田孝典著; 黃姿頤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89-1-6 (EPUB)
教出科學探究力/鄭志鵬(小 P 老師)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074-7 (EPUB)
動出高智能的運動遊戲,10 歲前才是
關鍵!: 掌握黃金成長期,讓孩子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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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自己,就是最好的選擇: 113 個讓你
敞開心胸看世界的小故事/馮國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25-4
(EPUB)
*國考心理學歷屆試題詳解聖經版第
二版 105 年補充包/陳克強編著 .-- [第
一版] .-- 臺南市 : 擁抱成功工作室,
11008 .-- 36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12-0-5 (平裝) NT$1500
參考化學計算/陳中泓, 陳龍華合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91-8 (PDF)
基因色彩教妳好命/徐躍之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基因色彩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8224-7-0 (PDF)
累死你的不是工作,是工作方法/李文
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6-94-7 (PDF)
累死你的不是工作,是工作方法/李文
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6-95-4 (EPUB)
彩羽芳華: 謝深淵彩墨邀請個展/陳
宗騰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康寧大學,
11008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673-8-0 (平裝)
曹老師說歷史. Book1: 皇上不是那麼
好當的/曹若梅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8 .-- 約 193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419-0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220 .-- ISBN 978-957-139420-6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220
曹老師說歷史. Book2: 打開穿越門/
曹若梅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約 17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421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20 .-- ISBN 978-957-13-9422-0 (線
上有聲書(WAV)) NT$220
曹老師說歷史. Book3: 戰事外一章/
曹若梅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約 16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
978-957-13-9423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20 .-- ISBN 978-957-13-9424-4 (線
上有聲書(WAV)) NT$220
假如給我三天光明: 海倫凱勒的人生
故事/海倫凱勒著; 郭庭瑄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2-1-3 (PDF)
假如給我三天光明: 海倫凱勒的人生
故事/海倫凱勒著; 郭庭瑄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2-3-7 (EPUB)
淡定有智慧: 向弘一法師學習從容與
自在/泓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35-3 (EPUB)
這些道理有點怪,誰信了誰受害: 別
讓落伍過時的思維左右你的人生/黃
志堅, 成自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8-34-6 (EPUB)
麥肯錫思考模型活用法: 遇到什麼問
題,就用什麼模型解決。46 種模型,只
要套用,就能導出最高成果。/大嶋祥
譽著; 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95-4 (PDF)
麥肯錫思考模型活用法: 遇到什麼問
題,就用什麼模型解決。46 種模型,只
要套用,就能導出最高成果。/大嶋祥
譽著; 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97-8 (EPUB)
眼界決定境界 EMBA: 人無脾性無人
畏 火不燒山地不肥 人非知己休全托
事若虧心切莫為/賀以禮(John Healy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45-8 (平裝) NT$400
設 計 思 考 / 顏 志 晃 (Chih-Huang Yen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11-229-3 (EPUB)
設計思維手繪快速表達: 環境設計繪
圖方法與其思路探索教程/顧琰, 王
晨陽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
華泉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6-67-9 (EPUB)
*郭英雄聊天室: 患者變好友. No.4/郭
英雄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郭英雄,

11009 .-- 7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14-8 (平裝) NT$600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8-82-8 (PDF)

深度學習實戰/楊雲, 杜飛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73-0
(EPUB)

得勝的職場禱告文/楊寧亞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
會, 11009 .-- 4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58-1-6 (平裝) NT$55

探索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永續行業分
類: 參考 SASB 新行業分類(SICS®)/
王怡心作 .-- V1.0 .-- 臺北市 : 會計研
發基金會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213-4-3 (PDF)

惘然記: 散文集二 一九五 0-八 0 年代
/張愛玲作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81-2
(PDF)

這個唯 1 不可倒下: 健康像是 1 後面
加多少 0 都是你的 但沒有這個 1 後
面加多少 0 還是 0 /清河新藏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75-5 (平裝) NT$500
莊家優勢: MIT 數學天才的機率思考,
人生贏家都是機率贏家/馬愷文
(Jeffrey Ma)著; 林麗冠譯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大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1-52-0 (PDF)
莊家優勢: MIT 數學天才的機率思考,
人生贏家都是機率贏家/馬愷文
(Jeffrey Ma)著; 林麗冠譯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大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1-53-7 (EPUB)
帶貨女王的爆款文案賣貨指南/兔媽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01-7 (PDF)
帶貨女王的爆款文案賣貨指南/兔媽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02-4 (EPUB)
推理王: 180 則訓練你看穿破綻的超
完美犯罪/馮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8-26-1 (EPUB)
推理王大挑戰: 180 則越猜越聰明的
動腦探案題/馮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8-47-6 (EPUB)
麻理惠的怦然心動筆記: 整理女王的
第一本插畫問答整理魔法書/近藤麻
理惠作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方智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75-635-6 (EPUB)
健康鑰方,生物訊息/李順來, 陳冬漢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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紳裝主廚武俊傑的人生和他的創意
料理: 掌握烹飪知識點、技巧、零失
敗、絕對美味的 42 道完整食譜提案
/武俊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341-4 (PDF)
紳裝主廚武俊傑的人生和他的創意
料理: 掌握烹飪知識點、技巧、零失
敗、絕對美味的 42 道完整食譜提案
/武俊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343-8 (EPUB)
欲愛書: 寫給 Ly's M(20 週年)/蔣勳
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23-406-7 (PDF)
從零開始無痛創業/Jacky Wang 著 .-新北市 : 華文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1-911-4 (PDF)
從零開始無痛創業/Jacky Wang 著 .-新北市 : 華文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1-912-1 (EPUB)
假裝躺平即是正義: 才能濟世何須位
學不宜民枉為官 為人莫說成人易 涉
世方知處事難/管瀅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38-0 (平
裝) NT$400
商業模式演化論/歐素華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44-2 (PDF)
異溫層迷航記: 芭樂人類學. 2/郭佩
宜, 黃郁茜, 司黛蕊, 趙恩潔, 林開世,
李宜澤, 李梅君, 陳如珍, 蔡晏霖, 呂
欣怡, 鄭肇祺, 劉文, 趙綺芳, 林育生,
林文玲, 彭仁郁, 林益仁, 劉子愷, 邱
韻芳, 江芝華, 蔡政良, 邱斯嘉, 褚縈
瑩, 陳伯楨, 羅永清, 林浩立, 潘美玲,
林子晴, 施永德作; 林浩立, 趙恩潔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51-3-5 (PDF)
異溫層迷航記: 芭樂人類學. 2/郭佩
宜, 黃郁茜, 司黛蕊, 趙恩潔, 林開世,
李宜澤, 李梅君, 陳如珍, 蔡晏霖, 呂
欣怡, 鄭肇祺, 劉文, 趙綺芳, 林育生,
林文玲, 彭仁郁, 林益仁, 劉子愷, 邱
韻芳, 江芝華, 蔡政良, 邱斯嘉, 褚縈
瑩, 陳伯楨, 羅永清, 林浩立, 潘美玲,
林子晴, 施永德作; 林浩立, 趙恩潔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51-5-9 (EPUB)
區塊鏈與營業秘密保護困難之突破/
郭彥呈, 范建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元華文創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1-228-6 (EPUB)
斜槓古人 一些微浮誇、小荒唐的古
人日常: 古代當官有試用期 X 梁朝有
個宇宙大將軍 X 宋朝人數學很好 X
元朝也有洗門風/孟飛, 呂雙波編著 .- 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829-2 (EPUB)
動漫未來= Animamix flux/誠品畫廊
編 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誠 品 ,
11008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599-63-5 (平裝)
造夢者: 吳岱穎絕版詩作精裝復刻/
吳岱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092-3 (EPUB)
情境例句一典通: 日.英.中用例辭典/J
プレゼンスアカデミー著 .-- 第 1
版 .-- 桃園市 : 堉舜國際文化, 11008 .- 397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8043-7 (平裝)
斜槓青年擁有強大能力的 13 個原子
習慣: 從小改變到卓越成就的實證法
則/王俊凱, Anderson, 小薇, JOE, 喬王,
Grace, Kota, 阿 元 , April 渝 , Kevin,
Tigra, Hebe, John 葉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6-45-2 (EPUB)
情緒虐待關係療法/泰瑞莎.科米托
(Theresa Comito)著; 彭臨桂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121-96-5 (EPUB)
條漫創作聖經: 向最強數位內容創作
陣容取經!學習韓國 webtoon 的創作
心法、場景調度、分鏡技巧,到推銷

企劃並進軍人氣平台實用創作全書/
洪蘭智(홍난지), 李鍾範(이종범)著;
陳聖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097-8 (EPUB)
被誤解的上帝: 如何閱讀約伯記/華
爾頓(John H. Walton), 朗文(Tremper
Longman III)著; 柯美玲譯 .-- 新北市 :
校園書房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8-875-7 (EPUB)
情緒壓力診療室/夏一新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6-0-8 (EPUB)
國際關係辭典/包宗和, 林麗香, 蔡育
岱, 王啟明, 林文斌, 徐家平, 譚偉恩,
葉怡君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82-7 (PDF)
國學概論/章太炎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167-1 (PDF)
教學與研究的雙聲道: 2021 靜宜大學
教學實踐研究研討會論文集/鄭志文
主編 .-- 臺中市 : 靜宜大學教學發展
中心, 11009 .-- 12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96-4-0 (精裝) NT$320
採購與供應管理/許振邦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94-4 (PDF)
婚 禮設計手 繪快速表 現 /姚義琴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63-1 (EPUB)

陳鵬仁農民曆. 2022(關公版)/陳鵬仁
作 .-- 臺北市 : 陳鵬仁印文社, 11009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14-2-6 (平裝) NT$130
陳鵬仁農民曆. 2022(觀音版)/陳鵬仁
作 .-- 臺北市 : 陳鵬仁印文社, 11009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14-3-3 (平裝) NT$130
崩壞的秩序 硝煙四起的歲月: 國軍
密謀空襲臺灣、比核爆更慘烈的火
燒東京、讓美軍吃癟的神奇小徑......
從 60 場經典戰役看近代各國戰爭史
/陳深名, 趙淵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825-4 (EPUB)
登山聖經(暢銷百萬 60 週年全新增訂
第九版)/登山協會(The Mountaineers)
編著; 張簡如閔, 馮銘如, 謝汝萱, 葉
咨佑, 劉宜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2-84-0 (PDF)
量化行銷時代(1+2 典藏套書): 貝佐
斯與亞馬遜經營團隊都在做,15 個關
鍵行銷計量指標,5 步驟把你的「行
銷效益」變得清晰可見/馬克.傑佛瑞
(Mark Jeffery), 珍娜.德里斯科爾.米勒
(Janet Driscoll Miller), 茱莉亞.林(Julia
Lim)著; 高英哲, 黃庭敏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大牌, 11009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741-58-2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040

基礎量子力學/林雲海作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66-4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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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2-66-6 (EPUB)

組織策略執行: 專案管理的視角/江
俊毅, 黃偉, Gary Klein, 吳曉松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臺 大 出 版 中 心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0-486-3 (PDF) NT$360

提升臨床照護決策能力之精實教學/
張玉梅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冠
唐國際圖書, 11008 .-- 17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60-6-3 (平裝)
NT$300

婚禮彌撒(鄒語試用本)= MISA HO
TEC'U NAVCONGA/溫安東神父 , 嘉
義教區鄒語編譯小組編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聞道, 11009 .-- 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45-5-5 (平裝)

黑色行動: 台北 16 小時/阿諭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睿思勤創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459-5-5 (PDF)
NT$200

基礎邏輯/周明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101-5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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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車輕旅: 騎單車水岸追風
/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22-8 (PDF)

單車輕旅: 騎單車探索城市
/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21-1 (PDF)
單車輕旅: 騎單車漫遊小鎮
/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23-5 (PDF)
最 完 整 跨 平 台 網 頁 設 計 : HTML +
CSS + JavaScript + jQuery + Bootstrap +
Google Maps 王者歸來/洪錦魁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35-5
(PDF)
植物日記簿/黃仕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紅樹林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0-2-4 (EPUB)
無法成為你期待的樣子,我不抱歉/肆
一作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36-1
(EPUB) NT$266
喝到改變世界的酒醉現場: 金字塔是
用啤酒建造的、甘迺迪被刺時保鑣
宿 醉 中 ...... 原 來 歷 史 是 喝 出 來
的!/Benoît Franquebalme 作; 韓書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10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29-7
(EPUB)
菇的呼風喚雨史: 從餐桌、工廠、實
驗室、戰場到農田,那些人類迷戀、
依賴或懼怕的真菌與它們的祕密生
活/顧曉哲作; 郭羽漫朗讀 .-- 臺北市 :
積木文化, 11010 .-- 約 38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45-3 (線上有
聲書(MP3))
彭林說禮: 重建當代日常禮儀(增補
本)/彭林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
文華泉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6-69-3 (EPUB)
黑洞: 扭曲時空之地/凱薩琳.布倫戴
爾(Katherine Mary Blundell)著; 葉織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91-1
(PDF)
越南移工看護會話便利通/哈福編輯
部編著 .-- 新北市 : 哈福企業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14-7-2
(PDF)
越南語 333 超快速學習法/全球通語
研社編著 .-- 增訂版 1 版 .-- 新北市 :

布可屋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4-47-8 (PDF)
飲食騙局: 瘦肉精、病死豬、灌水牛、
地溝油,好好吃飯怎麼這麼難?從採
購到烹調全部一手包辦,健康飲食不
求人!/方儀薇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830-8 (EPUB)
傅柯關於性事論述的十二堂課/米歇
爾.傅柯(Michel Foucault)撰寫; 李沅洳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85-8 (PDF)

創造文明的人/席德.梅爾(Sid Meier)
著; 許恬寧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八旗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3-41-6 (PDF)
發 現 火 星 的 超 文 明 證 據 /Budd
Hopkins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30-8 (EPUB)
普通化學實驗/徐惠麗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, 11008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65-4 (平
裝) NT$120

傅柯關於性事論述的十二堂課/米歇
爾.傅柯(Michel Foucault)撰寫; 李沅洳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93-3 (EPUB)

游祥禾: 每天練習,成為更好的自己:
只有承認自己的無知與錯誤,才是內
心力量最強大的人。/游祥禾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39-1
(EPUB)

越界藝展. 2021/李麗萍策展 .-- 桃園
市 : 李文謙, 11008 .-- 86 面; 21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45-2 (平裝)
NT$300

發 現 失 落 的 亞 特 蘭 提 斯 /Budd
Hopkins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28-32-2 (EPUB)

超級女間諜事件簿/環球解碼檔案室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29-2
(EPUB)

超強英文寫作課: 英文日常文書基本
範例/陶慧編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35-5 (PDF)

超能少年. 1, 超能研究社/陳榕笙文 .- 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079-2 (EPUB)

超強英文寫作課: 英文商業書信基本
範例/陶慧編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49-2 (PDF)

植栽設計選種大要/潘富俊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尚禾田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8-1-5 (PDF)

策略規劃與問題解決/朱鎮明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30-5 (PDF)

提案就是打一場 Game/黃志靖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72-8 (EPUB)

給習慣逃避的你: 心理諮商師告訴你
每個逃避行為的背後,都有需要被關
心的理由/李國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207-1 (PDF)

提案就是打一場 Game/黃志靖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73-5 (PDF)
開瓶: 林裕森的葡萄酒飲記(經典修
訂版)/林裕森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積木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52-1 (EPUB)
創造文明的人/席德.梅爾(Sid Meier)
著; 許恬寧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八旗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3-40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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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常醒悟/釋證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59-9 (PDF)
無常醒悟/釋證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62-9 (EPUB)
費曼學習法: 不管學什麼都能成功的
技巧與心法/尹紅心, 李偉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74-1 (EPUB)
隋棠 24 國絕色料理/陳秉文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, 11009 .-- 4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4-1827 (平裝) NT$300
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4-25-4 (平裝) NT$650

惑 鄉 之 人 ( 十 周 年 經 典 版 )/ 郭 強 生
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23-408-1 (PDF)

越境装置としての AKB48(増補改訂
版)/南雄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
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4-26-1 (PDF) NT$650

無意良母/賴曉妍, 葉丙成文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76-1
(EPUB)

就算人格分裂也照樣很強大,明朝這
個超級奇葩的漢人王朝/孫郡鍇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31-5 (EPUB)

創業投資聖經: Startup 募資、天使投
資人、投資契約、談判策略全方位
教戰法則/布萊德.費爾德(Brad Feld),
傑生.孟德森(Jason Mendelson)著; 陳
鴻旻, 林麗雪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588-1 (PDF)

就算不被看好,也要做到最好/凌越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786-6 (平裝) NT$380

創業投資聖經: Startup 募資、天使投
資人、投資契約、談判策略全方位
教戰法則/布萊德.費爾德(Brad Feld),
傑生.孟德森(Jason Mendelson)著; 陳
鴻旻, 林麗雪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野人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590-4 (EPUB)

絕對嫌疑!奇案偵探大考驗/馮國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46-9
(EPUB)
舒緩身心居家按摩: 大腦療癒法、一
分鐘手部拍打按摩操/鄭潔總編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9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841-7-9 (全套:
平裝) NT$600

創新創業密碼: 施振榮 Stan 哥的王道
心法/施振榮著 .-- 新竹市 : 陽明交通
大學出版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0-11-1 (EPUB)

焦慮是你的隱性天賦: 倫敦大學心理
諮商博士帶你看清負面情緒的強大
力量/尹依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
神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92-0 (EPUB)

創 新創意與 創業教師 手冊 / 蔡仁松
作 .-- 初 版 .-- 新 竹 市 : 蔡 仁 松 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161-5 (PDF)

智慧財產行政程序與救濟: 案例式/
林洲富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93-3 (PDF)

創 新創意與 創業教師 手冊/ 蔡仁松
作 .-- 初 版 .-- 新 竹 市 : 蔡 仁 松 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162-2 (EPUB)

費德勒: 王者之路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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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12-89-5 (EPUB)

創新創意與創業課程/蔡仁松著 .-- 初
版 .-- 新竹市 : 蔡仁松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63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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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4-22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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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4-23-1 (EPUB)
越境装置としての AKB48/南雄太
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致良,

順應人性: 活化超感知和身心系統,
過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/史提夫.畢
度夫(Steve Biddulph)著; 心意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89-0 (EPUB)
超簡單!秒上手!世界第一美味甜點:
比外面賣的還好吃!在家輕鬆做出 50
款超人氣甜點&麵包/藤原美樹著; 連
雪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789-8 (PDF) NT$2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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凱 薩 練 習 曲 ( 大 譜 版 )= Kayser
e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studie/張家
禎編訂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全音樂譜,
11009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3-46-6 (下冊:平裝)
惡魔呢喃而來/多那托.卡瑞西作; 吳
宗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
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41-444-1 (EPUB)
集體倦怠: 沒有熱情、沒有夢想、沒
有未來,這就是千禧世代生活的殘酷
世界/安妮.海倫.彼得森 (Anne Helen
Petersen)著; 陳莉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223-1 (EPUB)
愛.死了/米蘭歐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66-7 (PDF)
愛.死了/米蘭歐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68-1 (EPUB)
*新.媽祖六十甲子靈籤解說(日本
語)/施勝台編著; 連昭惠, 三宅京日文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施勝台,
11008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233-9 (平裝)
愛.擁抱青春: 在慈大附中相遇/詹明
珠, 黃素貞, 劉對, 蔡翠容, 吳旬枝, 葉
金英, 葉文鶯, 李克難, 黃湘卉, 曾修
宜, 柯玲蘭, 朱秀蓮, 李志成, 羅月美,
沈秋蘭, 林雪儒, 張佩琪, 卓錦鈺, 莊
春紅, 鄭淑真, 王鳳娥, 邱蘭嵐, 凌涵
沛, 高芳英, 沈淑女, 徐振家, 林鳳君,
余依潔, 陳秋華, 尤子云, 胡淑惠, 陳
晏瑋, 潘信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90-7-4 (PDF)
愛.擁抱青春: 在慈大附中相遇/詹明
珠, 黃素貞, 劉對, 蔡翠容, 吳旬枝, 葉
金英, 葉文鶯, 李克難, 黃湘卉, 曾修
宜, 柯玲蘭, 朱秀蓮, 李志成, 羅月美,
沈秋蘭, 林雪儒, 張佩琪, 卓錦鈺, 莊
春紅, 鄭淑真, 王鳳娥, 邱蘭嵐, 凌涵
沛, 高芳英, 沈淑女, 徐振家, 林鳳君,
余依潔, 陳秋華, 尤子云, 胡淑惠, 陳
晏瑋, 潘信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02-2-2 (EPUB)
新一代英文入門單字題卜書
(tips)2000 字/許雅惠編著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8 .-- 320 面;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24-2 (平
裝)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1-518-4 (PDF)

詩 人 葬 儀 社 / 湯 瑪 斯 . 林 區 (Thomas
Lynch)著; 王聖棻, 魏婉琪譯 .-- 二
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66-0 (EPUB)

詩比興箋/楊家駱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3-96-3 (PDF)

義大利麵的美味法則: 麵醬組合 X 效
率烹調 X 入味訣竅,料理課私授的經
典 做 法 & 創 意 配 方/Winnie(范麗 雯 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23-4-9 (PDF) NT$294
義大利麵的美味法則: 麵醬組合 X 效
率烹調 X 入味訣竅,料理課私授的經
典 做 法 & 創 意 配 方/Winnie(范麗 雯 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23-5-6 (EPUB) NT$294
瑞士幸福式/Ricky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創意市集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9-35-7 (EPUB)
電子毒品與精神鴉片: 事後才知事前
錯 老年方覺少時非 百經挫折心不屈
屢遭坎坷志不頹/管瀅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24-3 (平
裝) NT$400
新三從: 婚前好女兒,婚後好妻子,產
後好母親!完美詮釋所有角色,除了妳
「自己」/丁智茵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826-1 (EPUB)
電子電路圖集/周朋聲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3-92-5 (PDF)
馴化的狐狸,會像狗嗎?: 蘇聯科學家
的劃時代實驗與被快轉的演化進程/
李.杜加欽(Lee Alan Dugatkin), 柳德米
拉.卓特(Lyudmila Trut)著; 范明瑛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510-1
(EPUB) NT$357
新 文 法 練 習 = Grammar practice/May
Hwang 主編 .-- 新竹市 : 朵多, 11008 .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9708-5-3 (第 2 冊:平裝)
跟日商經理學上班: 社會新鮮人的職
場求生秘笈/宮本友美子著; 黃詩婷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

新北市新北教育全紀錄. 2019-2020
年/劉明超, 歐人豪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教育局, 11009 .-- 271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47-5 (平裝)
新世紀新詩社觀察. 一/蕭蕭, 劉正偉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07-0 (PDF)
新世紀新詩社觀察. 二/蕭蕭, 劉正偉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08-7 (PDF)
當代財經大師的守錢致富課: 22 堂課
教你戰勝市場、騙子和你自己/傑森.
茲威格(Jason Zweig)著; 梁東屏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8-1-1
(EPUB)
運用這個祕密的人,貧窮的將變的富
有/羅伯特.柯里爾(Robert Collier)原著;
劉美娜編譯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65-7-8 (PDF)
跟自己作伴: 找回獨處不心慌的安定
力量/蔡惠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博思智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00-9-3 (PDF)
跟自己作伴: 找回獨處不心慌的安定
力量/蔡惠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博思智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49-0-9 (EPUB)
微光長旅: 從南非出發/袁亞棋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03-4
(PDF)
微光長旅: 從南非出發/袁亞棋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05-8
(EPUB)
奧匈帝國氣象史: 動力氣候學、帝國
治理與研究尺度/黛博拉.柯恩
(Deborah R. Coen)作; 翁尚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99-2 (EPUB)
184

意見不同 還是可以好好說: Twitter、
Slack 高績效團隊負責人,教你化解歧
見的 8 種溝通心理技術/巴斯特.班森
(Buster Benson)著; 辛一立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715-4 (PDF)
想我苦哈哈的一生/詹姆斯.瑟伯作;
陳婉容譯; 曾紫庭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
文學, 11008 .-- 約 22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7-94-1 (線上有聲書
(MP3))
遇見穿牆的女孩/張國強作 .-- 臺北
市 : 新文潮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60-3-7 (EPUB)
解決問題: 克服困境、突破關卡的思
考法和工作術/高田貴久, 岩澤智之
合著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濟新潮社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79-9-9 (PDF)
預見熟年的自己: 老後自在的生活法
律/呂秋遠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646-0 (EPUB)
暗 夜 Easy Meat/ 約 翰 . 哈 威 (John
Harvey)著; 李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東美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53-2-0 (PDF)
萬物的另一面: 韓國當代藝術家安奎
哲隨筆集/安奎哲作; 莫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30-4
(EPUB)
當和尚遇到比特幣: 過去事已過去了
未來不必預思量 只今便道即今句 梅
子熟時梔子香/管瀅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25-0 (平
裝) NT$400
*新知研討會肉雞及土雞飼養與營養
線上研討會. 110 年度/夏良宙主編 .-初 版 .-- 屏 東 縣 : 育 宙 農 業 生 技 ,
11008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74-7-0 (平裝)
腳底按摩 身體排毒地圖: 一目了然
的反射區對症按壓圖典,治痠解痛、
修復臟器,從頭到腳改善所有不適與
常見病症!/Matty 著; 彭琬婷譯 .-- 新
北市 : 蘋果屋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89-7-1 (EPUB)

愛的教育/愛德蒙多.得.亞米契斯
(Edmondo de Amicis)著; 王干卿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37-0
(PDF)
愛的教育/愛德蒙多.得.亞米契斯
(Edmondo de Amicis)著; 王干卿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38-7
(EPUB)
資治通鑒人相學: 成就自己是功德
成就別人是美德 誣衊別人是損德 離
間別人是缺德
/ 方 舟 (John
Fontaine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
史子集, 11009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91-783-0 ( 平 裝 )
NT$650
經典解析: 唐鳳談數位公民/唐鳳, 陳
沛穎, 卓致遠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1-1-1 (EPUB)
NT$80

群眾永遠是錯誤的: 你的責任是使自
己成為有用的人 你自己幸福了 也才
能 使 別 人 幸 福 / 高 第 (Manuel Gaudi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27-4 (平裝) NT$400

經絡瑜伽對症自療全書: 中醫經絡穴
道對應瑜伽動作,到位伸展和穴位按
壓 打通 堵塞氣 血 , 一個 動作 立刻 有
感!/高村昌壽著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3-2-5 (PDF)

跨國界白袍紀事: 半世紀臺大醫院國
際醫療史/吳明賢總策劃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1-9-3 (PDF)

經絡瑜伽對症自療全書: 中醫經絡穴
道對應瑜伽動作,到位伸展和穴位按
壓 打通 堵 塞氣 血, 一個 動作 立刻 有
感!/高村昌壽著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3-3-2 (EPUB)

傳統經典與國學教育研究/冷衛國主
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65-5 (EPUB)
搶救睡眠大作戰/友野尚作; 劉姍珊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324-2 (PDF)
搶救睡眠大作戰/友野尚作; 劉姍珊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325-9 (EPUB)

聖經(現代台語譯本漢羅版)= SÈNGKENG HIĀN-TĀI TÂI-GÚ E̍K-PÚN
HÀN LÔ PÁN= The Holy Bible(today's
Taiwanese version Romanized-Han
edition)/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聖經公會,
11010 .-- 24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97-1-8 (精裝硬面綠) .-- ISBN
978-986-06697-2-5 (精裝硬面彩色) .-ISBN 978-986-06697-3-2 (精裝金邊皮
面黑) .-- ISBN 978-986-06697-4-9 (精
裝金邊拉鍊皮面黑) .-- ISBN 978-98606697-5-6 (精裝金邊拉鍊索引皮面黑)

愛的奧特萊斯 劇照書/QIO 奇想事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89-7
(PDF)

會通養新樓學術研究論集. 卷一, 經
學編/莊雅州著; 陳溫菊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21-6 (PDF)

愛的奧特萊斯 劇照書/QIO 奇想事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090-3
(EPUB)

會通養新樓學術研究論集. 卷二, 語
言文字學編/莊雅州著; 吳智雄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22-3 (PDF)

隔音工程實務手冊= Sound insulation
for acoustics/陳榮貴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書國際文化, 11009 .-- 2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29-4-0 (平
裝)

零基礎配色學: 1456 組好感色範例,
秒速解決你的配色困擾!/ingectar-e 著;
黃 筱 涵 譯 .-- 臺 北 市 : 三 采 文 化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637-8 (EPUB) NT$315

當傻子遇到騙子. 2: 在騙子和傻子的
社會裡 別叫醒傻子和指責騙子 他們
會 一 起 對 付 你 / 高 第 (Manuel Gaudi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22-9 (平裝) NT$400

會計師與記帳士執業黑天鵝事件評
析/[元照出版有限公司]編輯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9 .-- 13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920 (平裝) NT$300

跟著大師學心經: <<般若波羅蜜多心
經>>明代高僧白話集解/(明)紫柏真
可, 憨山德清, 蕅益智旭撰述; 林中華
白話文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林中
華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9201-8 (PDF)

當傻子遇到騙子. 3: 成功的騙子們 不
必再說謊以求生 因為被騙的人 全成
為 他 的 擁 護 者 / 高 第 (Manuel Gaudi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23-6 (平裝) NT$400

道閒史語/顏清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8-75-0 (PDF)

當達文西找到小女孩: 來自真實人生
的超感人故事輯/馮國濤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45-2 (EPUB)

新約聖經導讀: 跟隨福音的旅程/沙
邦 傑 (Étienne Charpentier), 布 耳 耐
(Régis Burnet)著; 崔寶臣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57-3 (EPUB)
瑕疵人型/林新惠作; 劉小芸朗讀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約 150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27-8
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20 .-- ISBN
978-957-13-9328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20

解開你的馬雅星際密碼: 集結馬雅、
易經、心經、廬恩符文、PSI 行星意
識資料庫,解開時間的祕密/莊惟佳
(Rebecca)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布
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6-48-3 (EPUB)
185

當傻子遇到騙子. 1: 在騙子和傻子的
社會中 人們痛恨的不是說謊者 而是
揭 穿 謊 言 的 人 / 高 第 (Manuel Gaudi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21-2 (平裝) NT$400

聖經充滿我/杜佳諭文字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 南 市 : 臺 灣 教 會 公 報 社 ,
11009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1-24-9 (第 8 冊:平裝) NT$80

零極限.第五真言: 荷歐波諾波諾的
進階清理與釋放/喬.維泰利(Joe Vitale)
著 ; 張 國 儀 譯 .-- 臺 北 市 : 方 智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5-631-8 (EPUB)
聖經恢復本: 哥林多前後書/財團法
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09 .- 1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770-6 (平裝)
碑 碣、文獻 與地方社 會 /李建緯主
編 .-- 臺 中 市 : 逢 甲 歷 史 文 物 所 ,
11008 .-- 38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843-69-4 (平裝)
當漂亮富婆脫下衣服後: 這事男人要
看 女人要懂 其實天使就在你身邊
可惜你著了惡魔的道/管瀅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267 (平裝) NT$400
新編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/李洙德編
著 .-- 第 4 版 .-- 臺北市 : 百利, 11008 .- 58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975-8-3 (平裝) NT$700
慈濟人文志業: 法音宣流 大愛清流/
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0-5-0 (PDF)
慈濟人文志業: 法音宣流 大愛清流/
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0-6-7
(EPUB)
慈濟大捨捐贈: 頭目髓腦 悉施於人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0-8-1 (PDF)
慈濟大捨捐贈: 頭目髓腦 悉施於人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2-3-9
(EPUB)
慈濟社區志工: 布善種子 遍功德田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0-9-8 (PDF)
慈濟社區志工: 布善種子 遍功德田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2-4-6
(EPUB)
慈濟急難賑災: 無量大悲 救苦眾生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2-1-5 (PDF)
慈濟急難賑災: 無量大悲 救苦眾生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2-5-3
(EPUB)
慈濟教育志業: 曉了分別 性相真實/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78-6-5 (PDF)
慈濟教育志業: 曉了分別 性相真實/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90-4-3 (EPUB)
經營策略企劃案撰寫: 理論與實務/
戴國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91-9 (PDF)
慈濟環境保護: 扇解脫風 除世熱惱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2-0-8 (PDF)
慈濟環境保護: 扇解脫風 除世熱惱/
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2-6-0
(EPUB)
慈濟醫療志業: 救處護處 大依止處/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8-8-9 (PDF)
道醫經/(唐)呂喦著; 鄺醒銳講述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12-4 (PDF)
塔羅解牌研究所/LUA 作; Shion 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0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370-323-5 (全套:
平裝) NT$840
達蘭薩拉散步/逗小花作 .-- 臺東縣 :
女妖綜藝團, 11009 .-- 240 面; 2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1-0-7 (平裝)
解讀酸民行為/蘇子慈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59-0 (PDF)
186

聖靈與教會和信徒: 經歷屬天能力,
領受生命得勝的祕訣/周金海原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以琳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209-79-3 (PDF)
維也納之心: 疫情時代的德語筆記/
蔡慶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菓子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15-2-0 (EPUB)
維也納之心: 疫情時代的德語筆記/
蔡慶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菓子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15-3-7 (PDF)
實用商事法精義/賴源河, 王志誠著 .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28-2 (PDF)
製作人面對面: 把錢花在刀口上、讓
影片如期完成,從企劃開發到發行,21
個製片步驟通盤掌握/莫琳.瑞恩
(Maureen A. Ryan)著 .-- 臺北市 : 鏡文
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7-91-0 (PDF)
臺東慢食通. VOL.3, 起酵餐桌/郭麗
津總編輯 .-- 臺東縣 : 津和堂, 11010 .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4843-1-2 (平裝) NT$180
像看見花一樣看見你/羅泰柱作; 柳
亨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
文傳播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99-6-1 (PDF)
態度決定高度 EMBA: 新竹高於舊竹
枝 全憑老幹為扶持 大人不計小人過
前事應為後事師/賀以禮(John Healy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39-7 (平裝) NT$400
聚型創業: 聚集經濟的 7 種變現力/阮
丞輝, 徐浩恩, 周念暉, 徐橖檒, 林柏
誌, 陳桂芬, 呂采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401-5 (PDF)
聚型創業: 聚集經濟的 7 種變現力/阮
丞輝, 徐浩恩, 周念暉, 徐橖檒, 林柏
誌, 陳桂芬, 呂采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403-9 (EPUB)
精英戰士: 從斯巴達到反恐戰爭的
2500 年 歷 史 / 雷 諾 夫 . 費 恩 斯 爵 士
(Ranulph Fiennes)著; 許綬南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燎原出版, 11009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5-0-0 (PDF)

精英戰士: 從斯巴達到反恐戰爭的
2500 年 歷 史 / 雷 諾 夫 . 費 恩 斯 爵 士
(Ranulph Fiennes)著; 許綬南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燎原出版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5-1-7
(EPUB)
漢英翻譯基礎與策略/李孚聲著 .-- 修
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01-8
(EPUB)
圖案造型設計與實戰/劉珂豔編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70-9
(EPUB)
管理學基礎/徐文杰編著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74-7 (EPUB)
遠距考古課: 不熱、不累、不出門,
宅宅的古文明遊玩攻略/陳深名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04-9
(EPUB)
漢森初馬訓練法: 第一次跑馬拉松就
完賽/ 盧克. 漢弗萊(Luke Humphrey),
凱文.漢森(Kevin Hanson), 凱斯.漢森
(Keith Hanson)撰寫; 劉宜佳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87-2 (PDF)
漢森初馬訓練法: 第一次跑馬拉松就
完賽/ 盧克. 漢弗萊(Luke Humphrey),
凱文.漢森(Kevin Hanson), 凱斯.漢森
(Keith Hanson)撰寫; 劉宜佳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395-7
(EPUB)
熊智銳老博士談天說地/熊智銳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08-4 (PDF)
圖解 史丹佛大學的自我改變課: 97
％學員認證,輕鬆駕馭意志力(實踐
版)/凱莉.麥高尼格(Kelly McGonigal)
著; 高宜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
覺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4-397-6 (EPUB)
圖解 TCP/IP/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868-8 (PDF)
圖解 TCP/IP/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876-3 (EPUB)

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/盧守謙,
陳承聖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71-1 (PDF)
圖解唐詩 100: 大考最易入題詩作精
解/簡彥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73-2 (PDF)
精準掌握 聽解 N3/中村則子, 田代ひ
とみ, 初鹿野阿れ, 大木理恵著 .-- 第
1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新, 11010 .-- 15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1-211-9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480
圖解資料探勘法/陳耀茂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64-0 (PDF)
圖解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/盧守謙,
陳承聖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72-8 (PDF)
圖像式發音拼讀練習本. 1/白佩玉
作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
11008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9-82-9 (平裝) NT$180
監獄重訓/喬許.布萊恩, 亞當.班席亞
著; 王啟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書坊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7-719-9 (PDF)
監獄重訓/喬許.布萊恩, 亞當.班席亞
著; 王啟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書坊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7-721-2 (EPUB)
漢語音韻引論/張光宇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080-3 (PDF)
酸辣開胃!東南亞涼拌、主食、甜點
和飲品: 詳細食材介紹與做法說明,
料理新手也能學的南洋風美食/陳友
美(Yumi)著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59-6-3 (EPUB)
圖像衛教 改善導尿管不適/蕭喻雯,
黃心樹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中臺
科大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351-4-4 (PDF)
實戰冠軍 E 大教你用 200 張圖學會
K 線籌碼: 本益比評價法+E 式技術面
分析,篩選獲利 100%的成長股!/傅鈺
國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, 11008 .-187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45-2
(PDF)
領導套書: <<說故事的領導(暢銷紀
念版)>>、<<領導的本質>>/王思迅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767-92 (全套:平裝) NT$770
算癌症: 運用大數據、五運六氣、易
經八卦,治療癌症於發生之前!/樓中
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75-9 (EPUB)
算癌症: 運用大數據、五運六氣、易
經八卦,治療癌症於發生之前!/樓中
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380-3 (PDF)
漢魏六朝文學論集/廖蔚卿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83-2
(PDF)
輕鬆駕馭意志力(暢銷紀念新版): 史
丹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心理素質課/凱
莉.麥高尼格(Kelly McGonigal)著; 薛
怡心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4-398-3 (EPUB)
輕鬆學會美國口語/蘇盈盈著 .-- 新北
市 : 哈福企業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48-0-0 (PDF)
輕鬆學會美語會話/蘇盈盈著 .-- 新北
市 : 哈福企業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48-2-4 (PDF)
認識企業永續經營基礎: 公司治理
風險管理 法規遵循/王怡心作 .-- 臺
北市 :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75-6-5 (PDF)
榮 耀 教 會 查 經 集 (2021)/ 林 泰 鐘
(Jonathan Lin)作 .-- 臺北市 : 華冠拼音
書籍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10-4-0 (PDF)
臺灣文學學科入門/古遠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09-4 (PDF)
臺灣老歌曲集= Music of Taiwan/黃舒
彌作曲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舒彌曼陀
鈴工作室, 11008 .-- 2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27-0-7 (第 1 冊:平裝)
NT$820

臺灣查禁文藝書刊史/古遠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10-0 (PDF)
臺灣茶葉感官品評實作手冊/行政院
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174-9 (PDF)
臺灣動員瞰新聞= Taiwan mobilizes
the news/林美玲編著 .-- 初版三刷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009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-59-2 (平裝)
NT$50
臺灣野鳥圖鑑. 陸鳥篇/廖本興著 .-增訂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80-2
(EPUB)
臺灣園景精選/王小璘, 何友鋒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62-6 (PDF)
線上教學力: 全球趨勢 X 觀念心法 X
課堂實作 X 好用工具/葉丙成選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84-6
(PDF)
線上教學的技術/王永福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12-85-7
(EPUB)
NT$250
養生,你的人生才能從退休後開始:
辛苦了大半輩子,你該做的不是養老,
而是享受下一個三十年/楊力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27-8
(EPUB)
增肌 強骨、不 跌倒不骨 折實踐 法 :
80+名醫傳授最強肌肉力,走好走穩,
樂活長壽!/林泰史監修; 林慧雯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2-0-2
(PDF)
數字貨幣的 9 種暴利秘辛/林子豪
著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1-918-3 (PDF)
數字貨幣的 9 種暴利秘辛/林子豪
著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1-919-0 (EPUB)
餓死癌細胞救命必讀聖經: 讓醫師和
研究人員震驚並受到啟發的抗癌寶
典/潔恩.麥克利蘭(Jane McLelland)著;
謝 明 珊 譯 .-- 臺 北 市 : 柿 子 文 化 ,
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6-38-8 (EPUB)
廣告與它們的產地: 東京廣告人的台
日廣告觀察筆記/東京碎片(uedada)著;
歐兆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41-3 (EPUB)
廣告學: 策略、經營與實例/戴國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33-6
(PDF)
數位攝影: 光與影的入門心法/徐明
景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34-3 (PDF)
趣味病理學: 探索細胞、血液、癌等
疾病問題及治療方法!/志賀貢監修;
魏俊崎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9-79-6 (EPUB) NT$245

數學這樣學: 國小數學感學習四年級
/李源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07-7 (PDF)
數據與人性/傑爾.索普(Jer Thorp)著;
呂奕欣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5-012-6 (EPUB)
齒顏頌: 深咬的禍害 深咬的診斷和
治療/梁廣庫, 楊慧瑛作 .-- 臺北市 :
天泉牙醫診所, 11009 .-- 29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9-1-0 (平裝)
熟齡人的天空/牧語軒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49-1 (PDF)
論警察補充性原則/蔡佩潔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蔡佩潔, 11007 .-- 45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1707 (平裝) NT$500

蔡明讚著作集/蔡明讚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宸品文化, 11009 .-- 冊 .-ISBN 978-986-98185-8-2 (全套:精裝)

閱讀生命政治/黃涵榆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6-9-1 (PDF)
NT$322

誰殺了德國公使?近代密史事件簿
/<<檔案>>節目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8-28-5 (EPUB)

閱讀生命政治/黃涵榆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3-0-7 (EPUB)
NT$322

賭場無底洞騙局和賭場內外的巨嬰:
賭場,被一介等號所顛覆/博智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樹人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2546-8-8 (PDF)

賞讀書信. 一, 古典詩詞花園: 唐至清
代繁花盛開一一五首/夏玉露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朵雲文化, 11010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09-3-0 (PDF)

醃漬 X 風乾: 40 款延長食物風味的
天然保存法/按田優子著; 顏理謙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37-8
(EPUB)

閱讀素養大探究: 青少年閱讀養成課
/林美琴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天衛文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90-545-4 (EPUB)

醃漬 X 風乾: 40 款延長食物風味的
天然保存法/按田優子著; 顏理謙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38-5
(PDF)
銷魂文案: 打造變現力 NO.1 的超給
力文案生成器!!/王晴天, 陳威樺作 .-新北市 : 華文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1-915-2 (PDF)
銷魂文案: 打造變現力 NO.1 的超給
力文案生成器!!/王晴天, 陳威樺作 .-新北市 : 華文網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1-916-9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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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素養即戰力: 跨越古今文學,提
升閱讀與寫作力的 30 堂故事課/高詩
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
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474-4 (EPUB)
樂讀普希金/焦元溥著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990-4 (PDF)
樂讀普希金/焦元溥著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994-2 (EPUB)
貓,真的好奇怪!時而反派,時而正派,
反正就是很可愛/貓奴日記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, 11009 .--

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88-6 (平裝) NT$300

ISBN 978-986-06672-2-6 (全套:平裝)
NT$1617

歷久彌新的孔子思想: 談人本主義與
儒家思想的交會/張凱元, 安強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23-0 (PDF)

學校退場與轉型/林海清, 姜韻梅, 葉
建宏, 葉貞妮, 陳麗珠, 吳善揮, 黃宇
仲, 張智傑, 林新發, 賴玉粉, 林佳靜,
唐彥博, 王如哲, 劉秀曦, 黃政傑, 何
慧群, Duc-Hieu Pham, 姜秀傑, 范振德,
永井正武, 王則閔, 張永仁, 詹盛如,
李隆盛, 陳裕昌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086-5 (PDF)

*戰地春夢. 上/厄尼斯特.海明威原作;
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8 .-- 約 25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5-42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
學 好 跨 平 台 網 頁 設 計 : HTML5 、
CSS3 、 JavaScript 、 jQuery 與
Bootstrap 5 超完美特訓班/鄧文淵總
監製;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0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48-7 (PDF)
戰爭全史: 從古代戰爭到 21 世紀的
全球性衝突/克里斯.麥可納布(Chris
McNab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
集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9-32-6 (EPUB)

醒悟無常: 證嚴上人的 42 堂大疫心
靈修習課/釋證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91-9 (PDF)
醒悟無常: 證嚴上人的 42 堂大疫心
靈修習課/釋證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98-8 (EPUB)
餐旅會計: 財務分析與報表/張志揚,
林和靜, 李文瑜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華都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67-7-5 (PDF)

築夢進行曲. 3: 心在那裡,希望就在
那裡/林裕峰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6-29-2 (EPUB)
選擇比努力更重要. 1: 眼光比能力重
要 突破比苦幹重要 改變比勤奮重要
態度比專業重要/伍德(Hayley Wood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50-2 (平裝) NT$400
選擇比努力更重要. 2: 知足是人生一
樂 無為得天地自然 時時為善時時樂
處處守身處處安/伍德(Hayley Wood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51-9 (平裝) NT$400
選擇比努力更重要. 3: 親知把臂他鄉
少 貧賤論交此地難 粗茶淡飯有真味
明窗淨几居亦安/伍德(Hayley Wood)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
11009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1-752-6 (平裝) NT$400

戰 時 燈火 / 麥可. 翁達傑著; 李淑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407-7 (PDF)

機 器 學 習: 彩色 圖 解 +基礎 微 積 分
+Python 實作: 王者歸來/洪錦魁著 .-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36-2
(PDF)

戰 時 燈火 / 麥可. 翁達傑著; 李淑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412-1 (EPUB)

瞧,這個人!尼采自傳/尼采(Friedrich
Wilhelm Nietzsche)著; 萬壹遵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45-9 (PDF)

靜思法髓妙蓮華: 法華七喻: 窮子喻.
叁/釋證嚴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靜
思人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6-1-2 (EPUB)

學術期刊論文之書寫、投稿與審查:
探查「學術黑盒子」的知識鍊結/臧
國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102-2 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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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6-0-5 (EPUB)

學習障礙: 逃不出的學習惡夢/王意
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6-255-3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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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9698-2-6 (第 3 冊:平裝附光碟片) .-ISBN 978-986-99698-3-3 (第 4 冊:平裝
附光碟片)

戰後臺灣文學理論史/古遠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11-7 (PDF)

學習學: 全腦開發與學習/王華斌著 .- 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清 文 華 泉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68-6 (EPUB)

憲 法 的 社 會 與 政 治 基 礎 /Denis J.
Galligan, Mila Versteeg, Russell Hardin,
Jeff King, Benedikt Goderis, Ran Hirschl,
Tom Ginsburg 作; 張千帆, 朱學磊, 陸
符嘉, 牟效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大出版中心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0-482-5 (PDF)
澳門教育史與歷史教育/鄭潤培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24-7 (PDF)

磚建築全書: 從古文明至 21 世紀的
磚頭美學與榮耀/詹姆斯.坎貝爾, 威
爾.普萊斯作; 陳卓均, 常丹楓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28-0 (EPUB)
餐桌上的偽科學/林慶順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一心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

導遊爸爸的露營車之旅: 行前準備 X
戶外探險 X 車泊祕點 X 親子活動,全
家自由又省錢的好玩神提案!/黃博政,
吳易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2-76-5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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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之歲月漫長,然而值得等待/朱成玉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03-6-1 (PDF)
總之歲月漫長,然而值得等待/朱成玉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03-7-8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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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24-8
(PDF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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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25-5
(EPUB)
矯正法典/霍華德編 .-- 13 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,
11009 .-- 5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7-81-8 (平裝) NT$500
環台潛旅: 海洋生態潛水秘境 50+/賽
門.普利摩(Simon Pridmore)著; 謝孟達
譯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61-1 (EPUB)
聰明人都下笨功夫,愚蠢人只想走捷
徑/夏文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
國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6-222-4 (EPUB)
鍊金工房系列 20 周年紀念官方視覺
美術集/KADOKAWA 編輯; 蘇聖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4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828-8 (平裝)
臉書/史蒂芬.李維(Steven Levy)著; 許
恬寧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
誌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714-7 (PDF)
戴帽子的喵/喬.克拉克(Jo Clark)圖;
強尼.利頓(Jonny Leighton)文; 王心瑩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82-1
(EPUB)
環遊世界八十杯/朱爾.高貝特潘
(Jules Gaubert Turpin), 亞德里安.葛蘭.
史 密 斯 . 碧 昂 奇 (Adrien Grant Smith
Bianch)著; 韓書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積木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9-342-2 (EPUB)
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: 案例式/林洲
富 著 .-- 四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94-0 (PDF)
療癒次級創傷: 助人工作者的自我療
癒指南 /楚蒂.吉伯特-艾略特(Trudy
Gilbert-Eliot)著; 陳映廷, 陳怡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286-9 (EPUB)
隱藏的邏輯: 掌握群眾行為的不敗公
式/布侃南(Mark Buchanan)著; 葉偉文
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289-2 (EPUB)

一起來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60-7-8 (PDF)

隱藏的邏輯: 掌握群眾行為的不敗公
式/布侃南(Mark Buchanan)著; 葉偉文
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291-5 (PDF)

斷捨離的簡單生活/山下英子著; 蘇
聖翔, 高詹燦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一起來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60-9-2 (EPUB)

醬 油 香: 散文集/馬力梵.高麓
(Malivan.Kawru)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1-1-6
(PDF)
轉大人微焦慮求生指南: 年輕人的心
靈陪伴之書,陪你挺過成長過程中的
不安,學會如何不尷尬地長大/布麗迪.
蓋勒格(Bridie Gallagher), 蘇.諾莉斯
(Sue Knowles), 菲比.麥克艾文(Phoebe
McEwen)著; 張國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29-2 (PDF)
轉大人微焦慮求生指南: 年輕人的心
靈陪伴之書,陪你挺過成長過程中的
不安,學會如何不尷尬地長大/布麗迪.
蓋勒格(Bridie Gallagher), 蘇.諾莉斯
(Sue Knowles), 菲比.麥克艾文(Phoebe
McEwen)著; 張國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331-5 (EPUB)
轉念即悟: 教你調整觀點、變換視角
看待事物的智慧短篇輯/翟文明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27-8 (EPUB)
簡易催眠術: 父母讓孩子愛上學習的
魔法. 小學篇/管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6-62-4 (EPUB)
斷食套書: <<斷食全書>>、<<800 大
卡斷食>>/王思迅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989-5-4 (全套:平裝)
NT$779
顏料化學/廖明隆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3-84-0 (PDF)
轉眼仰望/蕭祥修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太雅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6-417-7 (EPUB)
斷捨離的簡單生活/山下英子著; 蘇
聖翔, 高詹燦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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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動物園: 上班族生存教戰守則!
透晰職場叢林,邁向成功之路!/康斯
坦茲.瑪赫(Constanze Mager)著; 周鼎
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21-6 (EPUB)
職場軟實力/陳澤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068-1 (PDF)
轉變: 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一生奮鬥
的故事/李昭陽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8-74-3 (PDF)
懷孕全食物營養指南: 結合西醫與自
然醫學,以最新營養科學,為媽媽和寶
寶打造的完整孕期指引/莉莉.尼克斯
(Lily Nichols)著; 駱香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9-7-8 (EPUB)
關於人生,我這樣投資: 日本傳奇基
金經理人的低風險未來戰略/藤野英
人作; 黃薇嬪,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今周刊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4-15-8 (PDF)
羅狀元醒世歌心富: 鳳凰落在草棵裡
鮮花插在牛糞上 小人常因財色死 禽
鳥多為貪食亡
/管瀅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82-3 (平裝) NT$400
證券教父投資學: 你很難從被誘惑的
投機中獲利 但隱形的兩面人會從中
大獲利/鮑洛斯(Peter Burrows)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4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19-9 (平裝) NT$650
羅姐談好房: 行家引路 x 竅門破解 x
實戰入局 購屋自住私房秘笈/朱承天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00-1-7 (PDF)
羅姐談好房: 行家引路 x 竅門破解 x
實戰入局 購屋自住私房秘笈/朱承天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,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00-5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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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79-9-7 (EPUB)
關係目標/麥可.陶德著; 蕭寶森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20-5
(PDF)
關係目標/麥可.陶德著; 蕭寶森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 11009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22-9
(EPUB)
*霧峰向日葵家園生活美學與生態友
善融合創作教材/李明悅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霧峰向日葵家園, 11008 .-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85-1 (平裝) NT$500
霧峰宮保第: 林文察家族拓荒史
1729-1895/喬安娜.麥斯基爾作; 王淑
琤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蒼 璧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25-3-3 (PDF)
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/ .-- 初版
二 刷 .-- 新 北 市 : 龍 岡 數 位 文 化 ,
11008 .-- 84 面; 1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94-218-0 (經摺裝)
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導論/王志弘,
殷寶寧, 劉俊裕, 魏君穎, 王怡蘋, 朱
宗慶, 廖新田, 林詠能, 賴瑛瑛, 蔡幸
芝, 李乾朗, 胡懿勳, 王俐容, 林冠文,
古淑薰, 黃光男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巨流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32-627-0 (PDF)
羅傑.費德勒: 無可取代的網球之王/
雷恩.史道佛(René Stauffer)著; 陳珮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35-2-2 (PDF)
羅傑.費德勒: 無可取代的網球之王/
雷恩.史道佛(René Stauffer)著; 陳珮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35-3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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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3-8-7
(EPUB)

艦長大哉問: 海軍基礎知識與歷史事
典/海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25-4-0 (PDF)
贏訣: 期貨證券操盤祕笈/韓偉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64-8
(EPUB)
躁動煩亂中的精神修養、心靈沉澱:
品佛像之美,紙上日本小旅行/田中弘
美著; 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方舟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95006-0-4 (全套:平裝) NT$599
覺醒的你.導引練習手札: 超越自我
的旅程/麥克.辛格(Michael A. Singer)
著 ; 賴 隆 彥 譯 .-- 臺 北 市 : 方 智 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5-636-3 (EPUB)
嚴謹教授 K 線聖盃. 1: 一切皆有可能
這是成功的座右銘 大膽的從零做起
創造自己的東西
/嚴謹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66-3 (平裝) NT$400
嚴謹教授 K 線聖盃. 2: 你有自信 你
就有錢 遲疑就貧賤 你有希望 你就
年輕 絕望就年老
/嚴謹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767-0 (平裝) NT$400
嚴謹教授 K 線聖盃. 3: 每個人都有大
腦 但不是都有智慧 每個人都有眼睛
但不是都有眼光/嚴謹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68-7 (平
裝) NT$400
嚴謹教授白話易經: 一命二運三風水
四積陰德五讀書 六名七相八敬神 九
交貴人十養生/嚴謹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4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57-1 (平
裝) NT$650
嚴謹教授同學會: 書有未觀皆可讀
事經已過不須提 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
不善者而改之/嚴謹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18-2 (平
裝) NT$400
嚴謹教授財富九課: 手裡有錢好辦事
朝中無人莫做官 將相頭頂堪走馬 公
侯肚內好撐船
/嚴謹著 .-- 第一
191

版 .-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762 (平裝) NT$400
嚴謹教授睡後收入: 腰中有錢腰不軟
手裡無錢手難鬆 無名春草年年綠 不
信男兒世世窮/嚴謹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54-0 (平
裝) NT$400
嚴謹教授滾錢滾床單: 一流朋友談夢
想 二流朋友談事業 三流朋友談事情
四流朋友談是非/嚴謹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53-3 (平
裝) NT$400
鐳女孩: 二十世紀美國最黑暗的歷史
與一群閃亮的女孩改變世界的故事/
凱特.穆爾(Kate Moore)著; 高紫文譯 .- 初刷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60-4
(EPUB)
護胃聖經台灣版: 必知低酸飲食訣竅
x 84 道在地食譜,營養師李婉萍告訴
你如何用 4 週食療護胃/李婉萍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75-9 (PDF)
護胃聖經台灣版: 必知低酸飲食訣竅
x 84 道在地食譜,營養師李婉萍告訴
你如何用 4 週食療護胃/李婉萍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76-6 (EPUB)
護理的 100 種可能: 白色巨塔內的角
落生物/王秋雯, 吳思葦, 吳凱榛, 汪慧
玲, 李靜怡, 吳曜梧景, 林美汝, 林怡
芳, 林玥萱, 林聖芬, 林鳳蓮, 胡文郁,
柯虹如, 許寬宏, 陳幼貴, 陳怡安, 陳
宛榆, 陳薇君, 郭豐慈, 楊雅筑, 蔡孟
佑, 歐怡秋, 劉彥廷, 鍾亞璇作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0-7-9
(EPUB)
護理的 100 種可能: 白色巨塔外的風
和日麗/Daniel, 史天音, 吳佳玲, 邱倫
瑋, 邱毓瑩, 林奕圻, 莎拉將, 陳宥伶,
陳思柔, 陳俞菁, 高國雁, 許雅婷, 陳
靜敏, 許韞恩, 梁秀眉, 郭欣儒, 黃華
英, 張瓊尹, 馮馨醇, 褚士銘, 蔡佩真,
鄭雅文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

智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00-6-2 (EPUB)
鐵飯碗與金飯碗: 有人帶金湯匙來
有人帶銀湯匙來 有人帶土湯匙來 我
忘了帶湯匙來/管瀅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經史子集, 11009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1-746-5 (平
裝) NT$400
聽,有條河流在唱歌= The river sings/
蔡秀佳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飛柏
創意, 11009 .-- 5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25-6-7 (精裝) NT$380
權力: 基進觀點/史蒂芬.路克斯
(Steven Lukes)著; 林葦芸, 陳雅馨譯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70-3
(EPUB)
讀公立或私立,父母搖擺不定/金泰允
著; 林育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
性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20-3-0 (PDF)
讀公立或私立,父母搖擺不定/金泰允
著; 林育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
性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20-4-7 (EPUB)
歡迎來到志祺七七!不搞笑、談時事,
資訊設計原來很可以: 從 50 人的資
訊設計公司到日更 YouTuber 的瘋狂
技能樹/張志祺作; 黃豪平朗讀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7 .-- 約 309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78-6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80
巔峰型教師: 快樂教師效應的實踐/
余民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598-2 (PDF)
纖維肌痛症台灣臨床處置指引.
2021= 2021 Taiwan fibromyalgia
management guidance/ 台 灣纖 維 肌 痛
症諮詢委員會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台灣疼痛醫學會, 11008 .-- 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495-2-5 (平
裝) NT$200
讓可愛的錢繼續滾進來: 28 種財務自
由的方法,讓你的錢比你會賺錢/瑞秋.
李察斯 (Rachel Richards)作; 陳映竹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415-2 (PDF)

讓可愛的錢繼續滾進來: 28 種財務自
由的方法,讓你的錢比你會賺錢/瑞秋.
李 察 斯 (Rachel Richards) 作 ; 陳 映 竹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417-6 (EPUB)
靈性諮商: 心靈成長之旅 70 問/何長
珠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069-8 (PDF)
讓腸胃動起來/郭大維, 王瑞玲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08-4
(PDF)
讓腸胃動起來/郭大維, 王瑞玲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13-8
(EPUB)
靈魂修理師: 遇見無法逃離「自覺不
完美」情緒而壞掉的人/阿爾弗雷德.
阿德勒作; 高子晴, 楊文瑤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05-1-4 (PDF)
靈魂修理師: 遇見無法逃離「自覺不
完美」情緒而壞掉的人/阿爾弗雷德.
阿德勒作; 高子晴, 楊文瑤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05-2-1 (EPUB)
喜歡,是一粒種籽/韓秀著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288-6 (EPUB)
哲學能做什麼?: 公共議題的哲學論
辯 與 思 維 練 習 / 蓋 瑞 . 葛 汀 (Gary
Gutting)著; 吳妍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橡實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5401-91-7
(EPUB)
NT$315
流浪的君子: 孔子的最後二十年/王
健文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304-3 (EPUB)
猶記風吹水上鱗: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
術/余英時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280-0 (EPUB)
哲學很有事: 二十世紀/Cibala 著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91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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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學很有事: 十九世紀/Cibala 著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92-3 (EPUB)
同步鍵: 超宇宙意識關鍵報告(源場
2)/大衛.威爾科克(David Wilcock)著;
黃浩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01-87-0 (EPUB)
源場: 超自然關鍵報告/大衛.威爾科
克(David Wilcock)著; 隋芃, 白樂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88-7
(EPUB)
別斃了那隻狗!: 動物訓練必殺技/凱
倫 . 布 萊 爾 (Karen Pryor) 著 ; 黃 薇 菁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9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81-9
(EPUB)
唯識三論今詮/于凌波著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283-1 (EPUB)
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. 一/徐
醒 民 講 .-- 彰 化 縣 : 雪 明 講 習 堂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7-61-7 (PDF)
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. 二/徐
醒 民 講 .-- 彰 化 縣 : 雪 明 講 習 堂 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7-62-4 (PDF)
佛說無量壽經講記. 一/徐醒民講 .-彰化縣 : 雪明講習堂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63-1 (PDF)
佛說無量壽經講記. 二/徐醒民講 .-彰化縣 : 雪明講習堂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64-8 (PDF)
佛說無量壽經講記. 三/徐醒民講 .-彰化縣 : 雪明講習堂, 11009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65-5 (PDF)
維摩詰經今譯/陳慧劍譯注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96-1 (EPUB)
唯識學綱要/于凌波著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294-7 (EPUB)
大圓滿之歌: 總集歷代重要大圓滿成
就者之證悟心要/祖古.烏金仁波切
(Tulku Urgyen Rinpoche)等著; 項慧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01-86-3 (EPUB)

圖解無上瑜伽(暢銷經典版): 金剛乘
脫 離輪迴的 最高修行 密法 / 張宏實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01-93-1 (EPUB) NT$315
大成就者之歌. 上. 法源篇: 袓古.烏金
仁波切靈修回憶錄/祖古.烏金仁波切
口述; 艾瑞克.貝瑪.昆桑(Erik Pema
Kunsang), 馬西亞.賓德.舒密特(Marcia
Binder Schmidt)紀錄.整理; 楊書婷, 郭
淑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01-89-4 (EPUB) NT$238
大成就者之歌. 下. 傳承篇: 袓古.烏金
仁波切靈修回憶錄/祖古.烏金仁波切
口述; 艾瑞克.貝瑪.昆桑(Erik Pema
Kunsang), 馬西亞.賓德.舒密特(Marcia
Binder Schmidt)紀錄.整理; 楊書婷, 郭
淑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01-90-0 (EPUB) NT$266
圣灵与教会和信徒: 经历属天能力,
领受生命得胜的秘诀/周金海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以琳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209-80-9 (PDF)
表觀遺傳大革命: 現代生物學如何改
寫我們認知的基因、遺傳與疾病/奈
莎.卡雷(Nessa Carey)著; 黎湛平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009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509-5
(EPUB) NT$378
30 歲起這樣吃,代謝好就不難瘦/森拓
郎作; 張佳雯譯 .-- 臺北市 : 如何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6-602-9 (EPUB)
醫者意也: 認識中國傳統醫學/廖育
群 著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289-3 (EPUB)
哲人評中醫: 中國近現代學者論中醫
/祖述憲編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290-9 (EPUB)
3 分鐘鬆鬆筋膜.解痛伸展: 腰痠背痛、
肩頸痠疼、骨盆歪斜、媽媽手全部
消失/王羽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
福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6-96-1 (PDF)
3 分鐘鬆鬆筋膜.解痛伸展: 腰痠背痛、
肩頸痠疼、骨盆歪斜、媽媽手全部
消失/王羽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

福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6-97-8 (EPUB)
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0-3-6
(EPUB)

慈濟醫療志業: 救處護處 大依止處/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0-2-9
(EPUB)

海期刀神的 60 分 K 獲利術: 一小時
學會「均線與斜率」,賺 100% 的致
勝雙刀流!/刀神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大樂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4-47-6 (PDF)

護理的 100 種可能: 白色巨塔外的風
和日麗/Daniel, 史天音, 吳佳玲, 邱倫
瑋, 邱毓瑩, 林奕圻, 莎拉將, 陳宥伶,
陳思柔, 陳俞菁, 高國雁, 許雅婷, 陳
靜敏, 許韞恩, 梁秀眉, 郭欣儒, 黃華
英, 張瓊尹, 馮馨醇, 褚士銘, 蔡佩真,
鄭雅文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
智庫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00-2-4 (PDF)

以色列史: 改變西亞局勢的國家/陳
立樵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303-6 (EPUB)

教育社會學/陳奎憙著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252-7 (EPUB)
如何撰寫留學讀書計畫: SOP 及 CV
這樣寫,成功申請上世界名校/Fiona
Hu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32-590-9 (PDF)
全球客家研究的實踐與發展/張維安,
黃賢強, Danny Wong Tze Ken, 李秀珍,
河合洋尚, Jonathan H. X. Lee, 周錦宏,
羅烈師, 林本炫, 洪馨蘭作 .-- 新竹市 :
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0-10-4 (EPUB)
賽夏族/胡家瑜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306-7 (EPUB)
卑南族/陳文德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305-0 (EPUB)

伊朗史: 創造世界局勢的國家/陳立
樵 著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302-9 (EPUB)
約翰.藍儂: 用搖滾撼動世界/李寬宏
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86-2
(EPUB)
古文觀止選講/徐醒民講 .-- 彰化縣 :
雪明講習堂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7-60-0 (PDF)
淡江記/朱天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72-0 (EPUB)
王考/童偉格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71-3 (EPUB)
傳說/朱天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75-1 (EPUB)
刺桐花之戰: 西拉雅台灣女英雄金娘
的故事/林建隆作 .-- 臺北市 : 圓神,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91-3 (EPUB)

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/余英時著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81-7 (EPUB)

無傷時代/童偉格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73-7 (EPUB)

羅伯特玩真的?AI 機器人時代的夢想
進行式/楊谷洋著 .-- 新竹市 : 陽明交
通大學出版社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0-09-8 (EPUB)

沒有勇氣的一週/鄭恩淑(정은숙)作;
梁如幸譯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69-0
(EPUB)

慈濟慈善志業: 洪注大乘 潤漬眾生/
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8-7-2 (PDF)

阿勃勒的夏天/余崇生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78-493-6 (PDF)

慈濟慈善志業: 洪注大乘 潤漬眾生/
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08 .--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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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戈 爾 詩 集 / 泰 戈 爾 (Rabindranath
Tagore)著; 糜文開, 裴普賢, 糜榴麗
譯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93-0
(EPUB)
神的兒: 埃爾.格雷考/韓秀著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287-9 (EPUB)
戲曲演進史. 一, 導論與淵源小戲/曾
永義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282-4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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