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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例 

一、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（ISBN）之圖

書（含電子書）目錄（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），目的

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，以完整、迅速

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。 

二、本書目依性質分為「新書分類目錄」及「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」兩部

分。 

三、本書目按類編排，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。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《中文

圖書分類法》（2007 年版．類表編．修訂一版）略加調整變通，分為總

類、哲學、宗教、自然科學、電腦資訊科學、應用科學、社會科學、史地∕

傳記、語言∕文學、兒童文學、藝術等 11 大類，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

類，詳情請參閱「新書書目目次」。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，分為

政府出版品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、兒童讀物、漫畫書、小說及雜文和其他

等諸小類。 

四、本書目之著錄依據《中國編目規則．第三版》，採符號條例式著錄。每一

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、作者、版次、出版項、稽核項、集叢項、

國際標準書號、冊次號、裝訂、價格、主題詞、分類號。其中，出版年著

錄預定出版年月，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，如「10301」表示民國 103 年

1 月；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。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《中

文主題詞表．2005 年修訂版》著錄。書目資料如有錯誤，請以正式出版之

資料為準。 

五、書名前有「*」者，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。 

六、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，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

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，敬請利用本館「全國新書資訊網

（ISBNnet）」，網址為：http://isbn.ncl.edu.tw。 

七、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∕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，推出「每日預

告書訊服務」，歡迎各界訂閱指教，網址：http://tps.ncl.edu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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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書分類目錄 

總類 

特藏 

新疆的安全與發展 : 從孫中山國防

經濟思想視角解析 / 許世宗著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國立國父紀念館 , 

11009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(孫學傑出

研究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532-399-8 

(平裝) NT$300  

1.孫中山思想 2.國防經濟 3.新疆維

吾爾自治區  005.18  

目錄學；文獻學 

書頁中的永恆 : 書籍的歷史與流轉

之路 / 伊琳娜.瓦耶荷(Irene Vallejo)

作 ; 范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
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48 面; 

21 公分 .-- (歷史系列 ; 77) .-- ISBN 

978-986-137-344-7 (平裝) NT$520  

1.書史 2.圖書館史  011.2  

文明的印記 : 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

展覽 /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輯 .-

- 臺北市 : 國家圖書館, 11009 .-- 112

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957-678-701-0 (平裝) NT$200  

1.古籍 2.圖錄 3.印刷術 4.展覽 5.愛沙

尼亞  014.1025  

解讀者 : 讓閱讀進階,接軌真實情境

和真實問題 / 黃國珍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(教育教養 ; BEP067)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15-8 (平裝) NT$380  

1.閱讀指導  019.1  

圖書資訊學；檔案學 

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 2.0 / 王

梅玲等作 ; 吳美美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元 華 文 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8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11-231-6 (平裝) NT$1200  

1.圖書資訊學 2.文集  020.7  

21 世紀圖書館創新轉型與前膽趨勢 : 

15 位館長的洞見 / 中華圖書資訊學

教育學會編著 .-- 臺北市 : 漢珍數位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5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0-7-6 (平

裝) NT$480  

1.圖書館事業 2.圖書館管理 3.訪談  

022.61  

親愛的圖書館 / 蘇珊.歐琳著 ; 宋瑛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6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95-4 (平

裝) NT$400  

1.洛杉磯公共圖書 2.公共圖書館 3.

火災 4.歷史 5.美國洛杉磯  026.952  

國學 

*深耕茁壯 : 漢學研究中心四十周年

特刊 /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漢學研究中心, 11009 .-- 10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78-702-7 (平裝) 

NT$250  

1.漢學研究中心 2.漢學研究 3.學術

交流  030.7  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 

花卉小百科 / 梁曉丹著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68-5 (精裝) 

NT$200  
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 047  

霸王甲蟲小百科  / 黃仕傑著 .-- 四
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72-2 

(精裝) NT$200  
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 047  

漫畫大英百科. 人體醫學. 7 : 學習與

大腦 / BomBom Story 文 ; 劉永勝圖 ; 

牟仁慧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8 面; 25 公分 .-

- (漫畫大英百科系列)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65-1 (精裝)  
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3.漫畫  

049.41  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 

洪觀時代 : 洪建全基金會 50 年 .-- 第

1 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洪建全教

育文化基金會, 11011 .-- 13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351-25-5 (精裝)  

1.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 068.33  

植栽一座文化森林 : 洪建全基金會

50 年 / 簡靜惠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, 

11011 .-- 32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351-26-2 (精裝) NT$480  

1.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 068.33  

畢莎普選集. 1, 表演與美術館 / 畢莎

普(Claire Bishop)作 ; 黃亮融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行出版, 11010 .-- 160

面; 21 公分 .-- (R series ; 1) .-- ISBN 

978-986-98347-3-5 (平裝) NT$350  

1.博物館學 2.表演藝術  069  

普通論叢 

幽夢影. 三, 影遊人間 / (清)張潮原著 ; 

曾珮琦編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6 面; 23 公

分 .-- (圖說經典) .-- ISBN 978-986-

178-567-7 (平裝) NT$320  

 072.7  

回味歷史 : 中外歷史人物品評 / 黃兆

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津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4 面; 21 公分 .-

- (文史哲大系 ; 317) .-- ISBN 978-986-

339-119-7 (平裝) NT$540  

1.言論集  078  

指點江山 / 倪振金著 .-- 初版 .-- 金門

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09 .-- 

264 面; 21 公分 .-- (書劍手札 ; 5) .-- 

ISBN 978-986-5468-23-1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言論集  078  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文博學院學生論

文集. 109 學年度校慶 = Proceedings of 

the Students Research Conference in the 

College of Letters and Cultural Heritage 

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. 

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NNUA 

2021 / 王馨正執行編輯 .-- 臺南市 : 國

立臺南藝術大學, 11011 .-- 16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25-5-6 (平裝) 

NT$500  

1.言論集  078  

哲學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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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論 

兒童哲學好好玩 : 和孩子一起讀童

話、玩手作的 50 個思辨小遊戲 / 芬

妮.布里雍(Fanny Bourrillon), 安姬.嘉

德亞(Angie Gadea)著 ; 張喬玟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

分 .-- (商周教育館 ; 49)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26-0 (平裝) NT$580  

1.哲學 2.兒童學 3.通俗作品  103  

學術思想概論 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/ 錢穆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

ISBN 978-957-14-7302-4 (第 3 冊:精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303-1 (第 2 冊:

精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304-8 (第 4
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315-4 

(第 8 冊:精裝)  

1.思想史 2.文集 3.中國  112.07  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/ 錢穆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

ISBN 978-957-19-3282-8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9-3283-5 (第 3 冊:

平裝)  

1.思想史 2.文集 3.中國  112.07  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/ 錢穆作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

ISBN 978-957-19-3284-2 (第 4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9-3286-6 (第 8 冊:

平裝)  

1.思想史 2.文集 3.中國  112.07  

中國哲學 

周氏易經通解 / 陳素素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50-0 (平裝) NT$280  

1.易經 2.注釋  121.11  

白陽易經講解本. 六, 感動人心的影

響力 / 林榮澤講述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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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

384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754-5-2 (平裝) NT$350  

1.易經 2.注釋  121.12  

周易繫辭傳講記 / 徐醒民講 .-- 彰化

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11010 .-- 22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66-

2 (第 1 冊:平裝)  

1.易經 2.注釋  121.12  

我所認識的易經. 五, 晉明夷至夬姤

十卦漫談 / 毛炳生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毛炳生, 11010 .-- 31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34-3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 121.17  

活用圖解易經 / 王少農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16-811-9 (平裝)  
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3.成功法  121.17  

學庸論語 / 溫金海, 周嘉勳編訂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國際經典文化協

會, 11009 .-- 212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典

注音讀本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986-

96651-1-7 (平裝) NT$120  

1.學庸 2.論語  121.25  

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 / 周志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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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學術研究

叢刊) .-- ISBN 978-986-350-492-4 (平

裝) NT$360  

1.明代哲學 2.知識分子 3.學術思想 

4.文集  126.07  

林安梧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/ 林安梧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88 面; 23 公分 .-

- (當代新儒學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

15-1876-3 (平裝) NT$750  

1.新儒學 2.文集  128.07  

西洋哲學 

反美學 : 後現代論集 / 賀爾.福斯特

(Hal Foster)主編 ; 呂健忠譯 .-- 三版 .-

- 新北市 :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世紀叢

書) .-- ISBN 978-986-360-180-7 (平裝) 

NT$360  

1.現代哲學 2.西洋美學 3.文化史  

143.89  

時間的本質 : 海德格現象學與詮釋

學之探討 / 林薰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

1875-6 (平裝) NT$450  

1.海德格(Heidegger, Martin, 1889-

1976) 2.學術思想 3.現象學 4.詮釋學  

147.71  

心理學 

康乃爾最經典的思考邏輯課 : 避開

六大謬誤,資訊時代必備的理性判斷

工 具  / 湯 瑪 斯 . 吉 洛 維 奇 (Thomas 

Gilovich)作 ; 林力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先 覺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商戰 ; 

217) .-- 暢銷典藏版 .-- ISBN 978-986-

134-402-7 (平裝) NT$320  

1.理性心理學 2.謬誤  170  

超聰明圖解心理學 / 植木理惠著 ; 林

德龍譯 .-- 修訂再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(知的! ; 84) .-- ISBN 978-626-320-

002-9 (平裝) NT$350  

1.心理學  170  

*極簡心理學 : 走進 5 位心理學大師

的成長故事,揭開精神分析的神祕面

紗 / 月半彎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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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6-249-1 (平裝)  

1.心理學 2.精神分析學 3.世界傳記  

170  

擁抱陰影 : 從榮格觀點探索心靈的

黑 暗 面  / 羅 伯 特 . 強 森 (Robert A. 

Johnson)著 ; 徐曉珮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7-222-0 (平裝) NT$320  

1.分析心理學  170.181  

生理心理學 / 邵郊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18-0 (平裝) NT$635  

1.生理心理學  172  

兒童繪畫治療 : 繪畫 : 兒童的心靈之

窗 / Cathy A. Malchiodi 著 ; 吳武烈譯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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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626-317-217-3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兒童畫 2.兒童心理學 3.心理治療

法 4.藝術治療  173.1  

大人的煩惱,由兒童記者來解決吧! / 

龜岡兒童新聞著 ; 王蘊潔譯 .-- 臺北

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

178-7 (平裝) NT$320  

1.成人心理學 2.生活指導  173.3  

火 的 精 神 分 析  / 加 斯 東 . 巴 舍 拉

(Gaston Bachelard)作 ; 杜小真, 顧嘉琛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雨出版社, 

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 ; 

34) .-- ISBN 978-986-227-300-5 (平裝)  

1.火 2.精神分析  175.7  

宅媽花花遇到阿德勒 / 宅媽花花著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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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986-0796-56-8 (平裝) NT$300  

1.精神分析學 2.通俗作品  175.7  

學習不會背叛你 : 首爾大學畢業生

最受用的一堂課 / 金英敏著 ; 游芯歆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

- (人文思潮 ; 154) .-- ISBN 978-986-

134-399-0 (平裝) NT$400  

1.學習 2.學習心理 3.思考  176.3  

極度專注 : 精準打造專屬你的最佳

學習模式 / 姚建明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46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864-3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學習 2.成功法  176.34  

孤棋致勝 / 加里.卡斯帕洛夫(Garry 

Kasparov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的

文化, 11010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6-03-8 (平裝) NT$280  

1.卡斯帕洛夫(Kasparov, G. K., 1963- ) 

2.思考 3.決策管理 4.西洋棋 5.傳記  

176.4  

零盲點思維 : 8 個洞察習慣,幫你自動

跨越偏見,提升判斷能力 / 茱莉亞.蓋

勒芙(Julia Galef)著 ; 許玉意譯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天

下財經 ; 445) .-- ISBN 978-986-398-

719-2 (平裝) NT$400  

1.思考 2.批判思考教學 3.認知  

176.4  

告訴我,你怎麼了? : 幫助孩子處理情

緒問題 / 茉莉.帕特(Molly Potter)文 ; 

莎拉.詹寧斯(Sarah Jennings)圖 ; 黃筱

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實

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40 面 ; 
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16-

2 (精裝) NT$320  

1.情緒 2.情緒管理 3.兒童心理學  

176.5  

失控的努力文化 : 為什麼我們的社

會讓人無法好好休息 / 瑟列斯特.赫

莉(Celeste Headlee)著 ; 林金源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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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59-2 (平裝) 

NT$360  

1.工作心理學 2.快樂 3.生活指導  

176.51  

暗黑心理術 : 竊取他人的心、支配

對方行動,就是這麼簡單! / 岸正龍著 ; 

許展寧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勁草生活 ; 484) .-- ISBN 978-

626-320-001-2 (平裝) NT$350  

1.應用心理學 2.成功法  177  

*脫不花溝通課 / 脫不花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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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財經企管 ; BCB743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09-7 (平裝) NT$450  

1.人際傳播 2.溝通技巧  177.1  

人 性 的 弱 點  / 戴 爾 . 卡 內 基 (Dale 

Carnegie)著 .-- 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
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6-805-8 (平

裝)  

1.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177.2  

人 性 的 弱 點  / 戴 爾 . 卡 耐 基 (Dale 

Carnegie)著 .-- 增訂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

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6-

808-9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177.2  

三十而慄? : 在承擔包袱與焦慮的年

華,勇敢敲定自己的人生節奏 / 凱琳.

謝弗(Kayleen Schaefer)著 ; 羅亞琪, 陳

松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商周其他系列 ; BO0334) .-

- ISBN 978-626-318-021-5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心玲小語 = My little notebook / 林志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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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6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24-6 (平

裝) NT$66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心理彈力 : 戰勝低潮與逆境,讓人谷

底翻身的強大力量 / 金周煥著 ; 林侑

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87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588-0 (平裝) NT$320  

1.自我實現 2.調適 3.成功法  177.2  

心像練習 : 解鎖心流、超越天賦的

致勝心理學 / 蓋瑞.麥克(Gary Mack), 

大衛 .卡斯蒂芬斯 (David Casstevens)

著 ; 吳郁芸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美

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

灣分公司 ;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, 遠
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

477-3 (平裝) NT$400  
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 177.2  

卡內基正念力 : 拯救上萬迷茫者的

成功學,一生必讀的世紀思考經典 / 

韓立儀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66 面; 
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73-5 (平裝) NT$350  

1.成功法  177.2  

未來日記 / 山田廣美, 濱田真由美作 ; 

龔婉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
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自信人生 ; 174) .-- ISBN 

978-986-175-637-0 (平裝) NT$320  

1.生活指導 2.自我實現  177.2  

成功之道 / 拿破崙.希爾(Napoleon Hill)

作 ; 呂佩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18-7 (平裝) NT$520  
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 177.2  

你不必活在別人的期待裡 / 小木頭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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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菁典 ; 24) .-- ISBN 978-986-06586-7-

5 (平裝) NT$350  
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 177.2  

沒有好條件,也能夢想成真 : 百萬人

氣的人生導師,教你善用好頻率、調

整思維、擺脫低潮,就能扭轉人生! / 

維克斯.金(Vex King)著 ; 鍾莉方譯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大樹林出版社 , 

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裡話 ; 

11) .-- ISBN 978-986-06737-5-3 (平裝) 

NT$350  

1.成功法 2.自我肯定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李崇建談冰山之渴望 : 幸福的奧義 / 

李崇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80 面; 

21 公分 .-- (Vision ; 218) .-- ISBN 978-

986-406-260-7 (平裝) NT$50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直覺力 : 連接最高智慧與能量的內

在藍芽,從小事到大事,給你最真實的

指引  / 艾瑪 .露希 .諾斯(Emma Lucy 

Knowles)著 ; 梵妮莎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26-2 (平裝) NT$340  
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 177.2  

留白時間 : 無用之用的休息態度 / 麥

克斯.法蘭佐(Msx Frenzel), 約翰.菲茨

(John Fitch), 鈴木瑪莉亞著 ; 黃于洋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沐光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425-6-0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這世界妖怪很多,受點傷使你更強大 

/ 清藍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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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0 面; 

15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3-6-

3 (平裝) NT$350  

1.成功法 2.人生哲學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做自己,成為內心渴望成為的那個人 : 

讓內心強大的「心靈修練法」 / 劉

依沛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宏治國際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3028-3-8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靈修  

177.2  

接納 : 化解反向對抗的自己 / 許添盛

口述 ; 曾志煒執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賽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4

面; 21 公分 .-- (許醫師作品 ; 41) .-- 

ISBN 978-986-0707-42-7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自我肯定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掌握心智 / 拿破崙.希爾(Napoleon Hill)

作 ; 謝孟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17-0 (平裝) NT$520  

1.成功法  177.2  

過得還不錯的謊言 / 金理律著 ; 朴雲

音繪 ; 陳姿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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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6 面; 19 公

分 .-- (EB ; 46) .-- ISBN 978-986-506-

264-4 (平裝)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對自己好一點 : 平息內在風暴的善

待 之 書  / 蘿 拉 . 希 爾 伯 斯 坦 - 蒂 奇

(Laura Silberstein-Tirch) 著  ; 翁 雅 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

公司 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Creative ; 170) .-- ISBN 978-986-179-

695-6 (平裝) NT$380  

1.自我實現 2.自我肯定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億萬富翁的成功習慣 : 通往財務自

由與高成就之路 / 狄恩.葛雷茲歐西

(Dean Graziosi)著 ; 張家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(翻轉學系列 ; 75)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56-9 (平裝) NT$380  

1.成功法 2.財富  177.2  

蝴蝶效應 : 微微拍動,便能翻轉人生

的 55 條心理學提示 / 志晶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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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富能量 ; 

29) .-- ISBN 978-626-7046-04-3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 177.2  

影癒心事. 2 : 他的家庭你的傷痕,心

理師陪你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 / 黃

柏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97-

8 (平裝) NT$300  

1.自我實現 2.自我肯定 3.影評  

177.2  

影響力 / 戴爾.卡耐基(Dale Carnegie)

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經典版 .-- ISBN 978-986-316-

809-6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177.2  

在意別人而受傷,怎麼找回快樂 : 用

心理學療癒內心童年傷痕,不再依附

焦慮與人際迴避,做真正自己更找到

知己 / 李冬貴, 李聖植, 安夏陽合著 ; 

陳聖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
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46-2 (平

裝) NT$320  

1.應用心理學 2.人際關係 3.認同  

177.3  

社交進化 : 從突破陌生焦慮到擴展

交友圈,打造更高的人際連結力 / 喬

伊.基歐漢(Joe Keohane)著 ; 謝明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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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30-7 (平

裝) NT$400  

1.人際關係 2.人際傳播 3.社交技巧  

177.3  

速效人脈術 : 遠離無效社交,從職場

到生活,擁有真正有價值的人際關係 

/ 王勵新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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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人生顧問 ; 428) .-

- ISBN 978-957-13-9456-5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人際關係 2.成功法  177.3  

焦點力 : 吸引力法則 X 畢馬龍效應 X

心理暗示,打造迷人氣場的 11 堂練習

課 / 林庭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2
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856-8 (平裝) NT$370  

1.吸引力 2.人際關係 3.成功法  

177.3  

臨渴掘井 : 人際網大贏家 / 哈維.麥凱

著 ; 詮國翻譯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41-9 (平

裝) NT$480  

1.人際關係 2.成功法  177.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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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你擁有一張不好欺負的臉 / 慕容

素衣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24-5 (平

裝) NT$320  

1.人際關係 2.成功法  177.3  

社區諮商 : 社會正義與系統合作取

向 / 沈慶鴻, 趙祥和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輔導諮商

系列 ; 21130) .-- ISBN 978-986-0744-

31-6 (平裝) NT$300  

1.諮商 2.社區工作  178.4  

心靈自救手冊  / 蘇菲 .莫特 (Sophie 

Mort)著 ; 黃庭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

業周刊, 11010 .-- 320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9-84-1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臨床心理學 2.心理治療  178.8  

布 偶 遊 戲 治 療  : 實 務 指 導 手 冊  / 

Athena A. Drewes, Charles E. Schaefer

主編 ; 陳信昭, 陳碧玲, 陳宏儒, 彭美

蓁, 蔡若玫合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80 面; 23 公分 .-- (心理治療系列 ; 

22181) .-- ISBN 978-986-0744-34-7 (平

裝) NT$350  

1.遊戲治療 2.心理治療  178.8  

童話與夢境的療癒力量 : 心理師陪

伴你從逆境中長出復原力的 23 個故

事 / 黃宗堅, 海苔熊(程威銓), 趙書賢, 

柯政華, 周冠邑, 吳東彥, 蘇世修, 蘇

桂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張老師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心靈拓展系列 ; D215) .-- 

ISBN 978-957-693-958-7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心理治療 2.精神分析 3.個案研究  

178.8  

媽媽!請妳看見我! / 蔡沅達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- (圓神文叢 ; 

305) .-- ISBN 978-986-133-795-1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心理治療 2.繪畫治療  178.8  

美學 

創新教學 : 品味生活十八堂課成果

輯 / 聶志高, 紀筑雅, 方亭茵, 廖凡憶, 

蕭宇良, 楊媛淇編輯 .-- 初版 .-- 雲林

縣斗六市 :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

卓越中心, 11010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57-1-4 ( 精 裝 ) 

NT$700  

1.生活美學 2.生活教育  180  

感性配享 : 美學與政治 / 賈克.洪席耶

(Jacques Rancière)著 ; 楊成瀚, 關秀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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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08-6 (平

裝) NT$320  

1.美學  180  

美 學 原 理  / 貝 內 德 托 . 克 羅 齊

(Benedetto Croce)著 ; 朱光潛譯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經典名著文庫 ; 7)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68-5 (平裝) NT$380  

1.美學  180.1  

*我來散播歡樂 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

6, 培養幽默力 !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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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0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51-7-5 (平裝) NT$380  

1.幽默 2.兒童心理學 3.兒童讀物  

185.8  

倫理學 

華人倫理實踐 : 理論與實務的交會 / 

王心運, 余安邦, 汪文聖, 林淑芬, 洪

瑞斌, 胡紹嘉, 翁士恆, 許樹珍, 劉淑

慧, 蔡怡佳, 蔣欣欣著 ; 汪文聖主編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

出版社出版  :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, 

11010 .-- 314 面; 21 公分 .-- (華人文化

主體性研究叢書  ; C2001) .-- ISBN 

978-986-06740-5-7 (精裝) NT$440  

1.倫理學 2.心理學 3.哲學 4.文集  

190.7  

讓你感動一輩子的禮物 / 陶淵亮作 .-

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92 面; 23 公分 .-- 

(心學堂  ; 13) .-- ISBN 978-986-392-

393-0 (平裝) NT$250  

1.人生哲學 2.修身  191  

人類特性的探討 : 試述人性 60 條 = 

Research of human characteristics / 林肯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吉祥數位印

刷社, 11010 .-- 13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90-0-2 (平裝) NT$300  

1.人性論 2.人性 3.生理心理學  

191.6  

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: 彭明輝

談困境與抉擇 / 彭明輝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12 面; 22 公分 .-- (彭明

輝作品集) .-- ISBN 978-957-08-6032-0 

(平裝)  

1.人生哲學 2.人文素養  191.9  

每個孤獨的靈魂都值得被看見 : 同

類自會循聲而來。  / 阿紫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1-10-9 (平裝) NT$360  

1.人生哲學 2.人際關係  191.9  

為什麼大家都來問我? : 只因受苦的

人想得更透徹 / 幡野廣志著 ; 黃詩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勵志書系 ; 148) .-- ISBN 978-986-133-

798-2 (平裝) NT$290  
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 191.9  

*活出心中的太極 / 太極人合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正大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967-3-6 (平裝) NT$320  

1.人生哲學 2.自我實現  191.9  

樹木教我的 47 堂人生課程 / 禹鍾榮

著 ; 盧鴻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

樹林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0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(眾生 ; 

JP0185) .-- ISBN 978-986-06890-8-2 (平

裝) NT$450  
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 191.9  

Rebirth : 蛻 變 的 重 生 旅 程  / Grace 

Ko(柯欣玄)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
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06-6 (平

裝) NT$320  

1.人生觀  191.92  

人生,就是要笑著面對苦澀的事 : 活

著真的很累,所以更要抓住幸福的尾

巴 / 憶雲, 于曉燕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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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986-516-870-4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修身 2.人生哲學  192.1  

人間修行. 六, 正接神尊 : 擺渡者與外

靈渡化 / 莫林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10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心靈勵志 ; 55) .-- ISBN 

978-986-0762-08-2 (平裝) NT$280  

1.靈修  192.1  

白話菜根譚 / 洪應明作 .-- 初版 .-- [新

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6-810-2 (平裝)  

1.修身  192.1  

安居的智慧 : 冥想與非暴力溝通 / 凱

薩 琳 . 卡 登 (Catherine Cadden), 居 傑

(Jesse Wiens)合著 ; 李夏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光啟文化事業, 11009 .-- 30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59-

7 (平裝) NT$360  

1.靈修 2.人際傳播 3.禪定  192.1  

在定靜中成為自己 : 體會活在當下

的 自 由 與 喜 悅  / 艾 克 哈 特 . 托 勒

(Eckhart Tolle)著 ; 蔡孟璇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12-5 (平裝) NT$320  

1.靈修  192.1  

回家 : 看見自己內在的靈性伴侶,完

成今生功課,離開輪迴教室 = Journey 

home / 章成, M.F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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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06-2 (精裝) NT$380  

1.靈修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地球手札 / 傅良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8-91-0 (精裝) NT$600  

1.靈修  192.1  

快樂醫學 / 洛桑加參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49-7 (平裝) NT$400  

1.靈修 2.心身醫學 3.生活指導  

192.1  

啟動高維意識量子場 : 成為新人類

的高維人生指南  / 陳嘉堡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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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626-7012-97-0 (平裝) 

NT$380  

1.靈修 2.意識  192.1  

給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你 : 19 個

克服自我價值感低落的處方箋,用阿

德勒心理學擺脫「比較級」人生  / 

朴藝珍著 ; 梁如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好時

光 ; 48) .-- ISBN 978-986-0795-66-0 (平

裝) NT$350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翻轉信念 40 招 : 增強覺知力與創造

力的賽斯修練秘笈 / 王怡仁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王怡

仁作品 ; 14) .-- ISBN 978-986-0707-43-

4 (平裝) NT$350  

1.靈修 2.自我實現  192.1  

靈性覺醒 / 江慶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江嘉祁, 11009 .-- 4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27-5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靈修  192.1  

鑽石心光 : 宇宙奧義成功心法 / 瀧覺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

份有限公司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行
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78-5 (平

裝) NT$300  

1.靈修  192.1  

極簡人生 / 約書亞.菲爾茲.密爾本, 萊

恩.尼克迪穆作 ; 牛世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Better ; 

27) .-- ISBN 978-957-741-468-7 (平裝) 

NT$399  

1.簡化生活 2.自我實現  192.5  

明公啟示錄 : 帝王管理學與孝道文

化 : 范明公孝經開講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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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

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49-0 (第 3 冊:平裝) NT$300  

1.孝經 2.儒學  193.12  

扎根 : 人類責任宣言緒論 / 西蒙.韋伊

(Simone Weil)著 ; 卡繆(Albert Camus)

編 ; 梁家瑜, 楊依陵, 周伶芝, 郭亮廷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Open) .-- ISBN 978-957-05-

3370-5 (平裝) NT$400  

1.社會倫理 2.社會心理學  195  

宗教類 

總論 

*宗教基本法 X 宗教基本權保障 : 宗

教自由覺醒四週年紀念 / 釋淨耀, 釋

法藏, 釋宏安, 釋常露, 釋見引, 李永

然, 仉桂美, 彭堅汶, 周志杰, 吳威志, 

陳贈吉合著 ; 吳旻錚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道

人權讀響系列 ; 17) .-- ISBN 978-957-

485-496-7 (平裝) NT$300  

1.宗教法規 2.宗教自由 3.國土利用

法規 4.論述分析  201  

語音導覽 = Audio guide / 中台世界博

物館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

中台世界博物館, 11010 .-- 7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78-2-5 (平裝) 

NT$200  

1.中台世界博物館 2.博物館導覽  

206.8  

宗教學 

*探索神聖知識的旅程. 上 : 從未失落

的 光 明  / 朵 洛 莉 絲 . 侃 南 (Dolores 

Cannon)著 ; Stephan, 裴娣書, 張志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宇宙花園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宇

宙花園 先驅意識 ; 16) .-- ISBN 978-

986-06742-0-0 (平裝) NT$380  

1.輪迴 2.催眠術  216.9  

佛教 

*佛學簡易辭典 / 鍾家麟, 翁月惠, 張

國琳編校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大悲心

出版社出版 : 觀世音菩薩信仰弘傳

學苑發行, 11010 .-- 53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85364-9-4 (精裝)  

1.佛教 2.詞典  220.4  

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

親聞記 / 淨空法師講述 ; 劉承符整

理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華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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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10 .-- 605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83-0-6 (精裝)  

1.方等部  221.34  

淨土五經讀本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10 .-

- 4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83-1-3 (精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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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修訂三版 .-- 新北

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626-95104-0-5 (平裝) NT$380  

1.方等部  221.36  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

本願功德經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玄奘

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4 面; 

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95104-1-2 (16K 平裝) NT$350  

1.般若部 2.經集部  221.44  

金剛經講記 / 修印法師講授 .-- 臺中

市 : 金剛山般若學院, 11009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97472-4-0 (全套:平裝)  

1.般若部  221.44  

*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/ 吳三賢撰 ; 陳

景聰編 .-- 臺中市 : 正大光明毛筆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5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3761-9-8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般若部  221.45  

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.-- 二

版 .-- 臺南市 : 和裕出版社, 11010 .-- 

150 面; 31 公分 .-- (法藏叢書 ; C023) .-

- ISBN 978-986-06942-0-8 ( 經 摺 裝 ) 

NT$500  

1.法華部  221.51  

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藥師琉

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地藏菩薩本願

經 .-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592 面; 1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794-220-3 (精裝)  

1.經集部 2.方等部  221.712  

白陽的藍圖 : 彌勒救苦真經講解本 / 

林榮澤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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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328 面; 23 公

分 .-- (經典講義 ; 2) .-- ISBN 978-986-

06131-4-8 (平裝) NT$400  

1.經集部  221.713  

佛藏經講義. 第十四輯 / 平實導師著
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61-2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經集部  221.733  

金光明经讲记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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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冊 .-- 正體

題名:金光明經講記 .-- ISBN 978-626-

95196-3-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95196-4-4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95196-5-1 (全套:平裝)  

1.經集部  221.742  

四十二章經講述 / 釋證嚴講述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(靜思法藏) .-- 

ISBN 978-626-95036-4-3 (全套:25K 精

裝) NT$1280  

1.經集部  221.772  

四十二章經講述 / 釋證嚴講述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(靜思法藏) .-- 

ISBN 978-626-95036-5-0 (全套:16K 精

裝) NT$1280  

1.經集部  221.772  

佛遺教三經解 : 語譯.註釋 .-- 臺中市 : 

法藏文化出版社出版 : 觀音山中華

大悲法藏佛教會發行, 11009 .-- 108 面; 

21 公分 .-- (法藏文化系列叢書 ; 27) .-

- ISBN 978-986-06626-9-6 (平裝)  

1.經集部  221.772  

新譯圓覺經 / 商海鋒注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(古籍今注

新譯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14-7295-9 

(平裝)  

1.經集部  221.782  

法眼淨 : 早期佛教的成聖之道 / 張雲

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千出版社, 

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以聖為

導 ; P11001) .-- ISBN 978-957-447-366-

3 (平裝) NT$220  

1.阿含部 2.佛教哲學  221.84  

楞嚴經 .五十陰魔淺釋  / 宣化上人
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法界佛教總會

中文出版部, 11010 .-- 66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17-0-6 (平裝)  

1.密教部  221.94  

金光明懺供佛齋天儀 / 釋法藏編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僧伽林文化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669-2-2 (經摺裝)  

1.佛教法會 2.佛教儀注  224.12  

人間淨土與田園城市  = Humanistic 

pure land and garden cities / 如常法師, 

楊威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57-597-8 (精裝)  

 224.51  

法界無邊法緣無盡  / 謙竹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8-93-4 (平裝) NT$130  

 224.517  

相約未來再續法緣  / 謙竹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8-94-1 (平裝) NT$150  

 224.517  

心經三法印經變圖 / 拾得法師[作]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24 面; 25X25 公分 .-- 

(看世界的方法 ; 202) .-- ISBN 978-

986-06823-7-3 (精裝) NT$1000  

1.佛教美術 2.印譜 3.書畫 4.作品集  

224.52  

希求一切智智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財

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

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4-9-3 (平裝) 

NT$140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修持  225  

宗旨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財團法人台

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 .-- 第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14-8-6 ( 平 裝 ) 

NT$130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修持  225  

二○二一年辛丑夏秋大疫大教育 / 

釋證嚴講述 ; 釋德[]編撰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慈濟人文出版社, 11009 .-- 

640 面; 21 公分 .-- (靜思法脈叢書. 衲

履 足 跡 ) .-- ISBN 978-986-06413-9-4 

(平裝) NT$360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修持  225.4  

解惑 : 證嚴法師答客問. 二, 家庭與人

際關係篇 / 釋證嚴講述 ; 靜思僧團編
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志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8 面; 21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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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(解惑十書)(經藏系列) .-- ISBN 

978-626-95036-3-6 (精裝)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 225.4  

緣起性空思想淺說 / 陳錦德(松蔚)文

字.攝影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錦德

(松蔚), 11010 .-- 197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324-4 (精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奮起飛揚在人間 / 慧傳法師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457-

593-0 (上冊 :精裝 ) NT$350 .-- ISBN 

978-957-457-594-7 ( 下 冊 : 精 裝 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57-457-595-4 (全

套:精裝) NT$700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南懷瑾講述 : 修定、學佛與人生 / 南

懷瑾述著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老

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59-

59-9 (平裝) NT$360  

1.禪宗  226.6  

敦煌三本六祖壇經校釋 / 黃連忠編
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35-3 (精裝) 

NT$860  

1.六祖壇經 2.研究考訂  226.62  

以心觀心 : 默照禪要領 / 吉伯.古帝亞

茲(Gilbert Gutierrez)著 ; 吳俊宏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11 .-- 

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

926-2 (平裝)  
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 226.65  

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. 二 000

年版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財團法人台

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95196-0-6 (第 4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626-95196-1-3 (第 5 冊:平裝) 

NT$250  

1.律宗  226.72  

大幻法網成佛法 / 徐芹庭撰著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(普賢

密藏 ; 18) .-- ISBN 978-957-781-233-9 

(精裝) NT$2000  

1.密宗 2.佛教修持 3.佛教儀注  

226.915  

來自普陀洛伽的信念 / 金剛上師卓

格多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2 面; 21 公
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85) .-- ISBN 978-

986-0799-48-4 (平裝) NT$280  

1.密宗 2.佛教修持  226.915  

禪定道炬 : 如何修習三昧 / 金剛上師

卓格多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2 面; 21 公
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91) .-- ISBN 978-

986-0799-54-5 (平裝) NT$280  

1.密宗 2.佛教修持  226.915  

火舞空行 : 移喜蹉嘉傳奇 / 金剛上師

卓格多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0 面; 21 公
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92) .-- ISBN 978-

986-0799-55-2 (平裝) NT$380  

1.移喜蹉嘉 2.藏傳佛教 3.佛教傳記 

4.佛教修持  226.96  

他們來自銅色吉祥山 : 寧瑪護法 / 金

剛上師卓格多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88

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90) .-- 

ISBN 978-986-0799-53-8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藏傳佛教  226.96  

如何修證密法 /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 , 11011 .-- 234 面; 21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188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51-4 (平裝) NT$32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  

修習止觀之鑰 : <<菩提道次第略論.

上士道.止觀品>>解說 / 宗喀巴大師

造論 ; 法尊法師翻譯 ; 大寂法師解

說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釋大寂出版 ; 

[新北市] :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總

經銷, 1101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實

修實證系列 ; 4)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32-9 (平裝) NT$480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菩提道次第廣論.奢摩他 / 宗喀巴大

師著 ; 法尊法師譯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校訂本 .-- ISBN 

978-986-06682-2-3 (精裝) NT$350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九會毘盧 : 華嚴圓教啟示錄 / 金剛上

師卓格多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

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0 面; 21

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86) .-- ISBN 

978-986-0799-49-1 (平裝) NT$28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大圓滿 : 佛陀的終極理念 / 金剛上師

卓格多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87) .-- ISBN 978-

986-0799-50-7 (平裝) NT$28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恆河大手印 / 帝洛巴尊者原典作 ; 慈

怙廣定大司徒仁波切釋論作 ; 妙融

法師藏譯中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眾生

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0 面; 

22 公分 .-- (有情分享書 ; 3) .-- ISBN 

978-986-06096-6-0 (精裝)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雪域虹光 : 光明金剛密庫 / 金剛上師

卓格多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2 面; 21 公
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89) .-- ISBN 978-

986-0799-52-1 (平裝) NT$28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龍欽心髓妙道前行 / 金剛上師卓格

多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16 面; 21 公分 .-

- (Sunny 文庫 ; 193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56-9 (平裝) NT$42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識與阿賴耶識之難處根本頌 / 宗喀

巴大師作 ; 法喜法師譯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映心, 11011 .-- 50 面; 23 公

分 .-- 中藏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63-3 (精裝)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薩迦成佛地圖 : 第 41 任薩迦崔津法

王的傳承智慧 / 第 41 任薩迦崔津法

王(His Holiness the Sakya Trichen)作 ; 

呂旻芯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眾生

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

22 公分 .-- (佛法活法 ; 6) .-- ISBN 978-

986-06096-7-7 (平裝)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3.佛教教理  

226.96625  

佛 陀 略傳  = The life of the Buddha 

(abridged version) / 覓 寂 尊 者

(Bhaddanta Santagavesaka)編著 .-- 臺

北市  :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, 

11010 .-- 4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9414-98-2 (精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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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釋迦牟尼(Gautama Buddha, 560-480 

B.C.) 2.佛教傳記  229.1  

西天取經 : 玄奘大師典範 / 張家麟, 

呂宗麟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

宗教與社會協會, 11009 .-- 19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43-3-3 (平裝)  

1.(唐)釋玄奘 2.佛教傳記  229.34  

義相大師 : 海東華嚴初祖 / 郭磊編
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

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10 .-- 40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10-

2 (精裝) NT$380  

1.釋義相 2.佛教傳記 3.韓國  229.5  

道教 

道醫思想 : 跨文化講座紀實 / 張意將, 

李豐楙, 楊儒賓, 喻永生, 周成功, 胡

文郁, 郭育誠, 敖曼冠, 張百欽著 .-- 初

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

版社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教

育通識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470-

14-2 (平裝) NT$300  

1.道教修練 2.中國醫學  235  

基督教 

聖經觀點的經濟學 / 維克多.克雷爾

(Victor V. Claar), 羅賓.柯雷(Robin J. 

Klay)著 ; 陳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校園書房出版社,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

基金會, 11010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

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198-886-3 (平

裝)  

1.基督教 2.經濟學  240.1655  

兒童聖經 = Sheng Jing No 'O'oko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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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鄒語試用

本; 中文、鄒語對照 .-- ISBN 978-986-

99645-9-3 (平裝)  
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 241  

簡明聖經 : 創世記、出埃及記 1-20

章、約伯記、詩篇、箴言、傳道書、

雅歌、以賽亞書、約拿書、新約全

書(新藝術版) / 凸桑中文聖經事工

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

11009 .-- 134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00-387-7 (精裝)  

1.聖經  241  

給所有人的摩西五經導論 : 歷史、

文 學 、 神 學 的 閱 讀 指 引  = 

Encountering the Pentateuch : its 

history,literary features and theology / 吳

仲誠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

出版社, 11011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98-884-9 (平裝)  

1.摩西五經 2.聖經研究  241.21  

對觀福音心理敘事研究 / 曾思瀚著 ; 

曾景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

房出版社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198-889-4 (平裝)  

1.福音書 2.聖經研究  241.61  

歸納法小組查經 : 馬可福音 / 張振華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中華

基督教行道會江子翠教會附設改變

書房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90846-5-9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100 .-- 

ISBN 978-986-90846-6-6 (中冊:平裝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86-90846-7-3 (下

冊:平裝) NT$100  

1.馬可福音 2.聖經研究  241.63  

認識主禱文的 7 堂課 : 與賴特一起學

禱告 / 賴特(Tom Wright)著 ; 楊璿, 郭

秀娟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

出版社, 11011 .-- 128 面; 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98-883-2 (平裝)  

1.主禱文 2.祈禱  241.692  

保羅監獄書信釋義  = An exegetical 

commentary on the Apostle Paul's 

imprisonment letters / 蔡梅曦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44-3-0 (精裝) NT$250  

1.保羅書信 2.聖經研究  241.7  

羅馬人書註釋 / 加爾文(John Calvin)

作 ; 趙中輝, 宋華忠合譯 .-- 三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改 革 宗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26-4-4 (平裝) NT$400  

1.羅馬書 2.注釋  241.71  

原來啟示錄我讀得懂 / 楊志明著 .-- 

一版 .-- 新北市 : 榮益印刷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70-3-5 (精裝)  

1.啟示錄 2.聖經研究  241.8  

原來啟示錄我讀得懂(門訓陪讀手冊) 

/ 楊志明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榮益

印刷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70-4-2 (平

裝)  

1.啟示錄 2.聖經研究  241.8  

美國 : 以基督教立國 : 清教徒神學與

英美保守主義建國二十五大原則  / 

王志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主流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0 面; 21 公

分 .-- (LOGOS ; 10) .-- ISBN 978-986-

06294-3-9 (平裝)  

1.神學 2.基督教哲學  242  

52 個神的名 / 李淑真著 .-- 臺北市 : 

天恩出版社, 11009 .-- 24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77-329-1 (精裝)  

1.上帝 2.基督徒 3.靈修  242.1  

跨山面海靈風吹起 : 宜蘭泰雅爾的

甦醒 = The Tayal revival. II / 台灣神學

研究 學院 基督 教思 想研 究中 心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橄欖出版有限

公司出版  : 華宣出版有公司發行 , 

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教會復興

叢書 ; 25) .-- ISBN 978-957-556-910-5 

(平裝)  

1.聖靈 2.基督教 3.信仰 4.見證  

242.15  

我是什麼? / 施匹爾(G. W. Spear)著 ; 

趙中輝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改革宗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20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6-5-1 (平裝) 

NT$140  

1.信仰 2.基督教  242.42  

新歌宣揚主作為 : 駱維道教會頌讚

曲 . I = New songs proclaiming God's 

marvelous works : I-to Loh's church 

anthems. vol. I / 駱維道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神出版社, 11009 .-- 183 面; 26 公

分 .-- (南神教會音樂系列) .-- ISBN 

978-986-98764-7-6 (平裝) NT$250  

1.聖詩 2.宗教音樂  244.4  

心靈小瀑 : 上帝賜福台灣人的禮物 / 

王世勛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草根出
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20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656-65-1 (精裝) 

NT$1200  

1.基督教 2.信仰  244.9  

活在神蹟中的畫家 : 上帝啟示我畫

出了<<離卦拳>> / 許坤成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以斯拉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563-97-3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信仰  244.9  

預言恩賜與服事  / 李智恩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

書房, 11010 .-- 112 面; 19 公分 .-- (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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賜職務叢書 ; G027) .-- ISBN 978-957-

9209-83-0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預言  244.9  

求告有門 / 胡崇元著 .-- 初版 .-- [臺南

市] : 胡崇元, 11009 .-- 4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神國教會書籍系列 ; 1) .-- ISBN 

978-957-43-9335-0 (平裝) NT$420  

1.基督徒 2.信仰治療  244.92  

神蹟奇事 / 胡崇元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胡崇元, 11009 .-- 225 面; 21 公分 .-

- (神國教會書籍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36-7 (平裝) NT$300  

1.基督徒 2.信仰治療  244.92  

我今虔誠朝拜 / 翟金誠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翟金誠, 11009 .-- 17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08-4 (平裝) 

NT$280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 244.93  

依靠信德天天得勝. 第四冊 / 翟金誠

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翟 金 誠 , 
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16-9 (平裝) NT$220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 244.93  

依靠信德天天得勝一至四冊編輯手

札 / 翟金誠原作 ; 梁克誠編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翟金誠, 11009 .-- 22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17-6 (平裝) 

NT$180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 244.93  

基督徒的失眠手冊 / 翟金誠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翟金誠, 11009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18-

3 (平裝) NT$280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 244.93  

悠遊聖言 : 主日讀經釋義. 丙年 / 黃

敏正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聞道出版

社, 11010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645-8-6 (平裝) NT$380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3.讀經  244.93  

載言載行 : 將臨期主日/平日讀經及

答唱詠釋義 / 劉晉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瑪納文化, 11009 .-- 340 面; 21

公分 .-- (瑪納叢書 ; 7) .-- ISBN 978-

986-99912-1-6 (卷 1:平裝) NT$390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3.讀經  244.93  

與皮爾高山一起祈禱 15 天 / 方濟.孔

恩(Francis Kohn)著 ; 辛憶卿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事業, 11010 .-

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

958-0 (平裝) NT$180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3.祈禱  244.93  

聽上帝在說話 : 操練屬靈聽力的秘

訣 / 普莉希蘭.夏爾(Priscilla Shirer)著 ; 

劉如菁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格子外

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信仰講堂 ; 9) .-- ISBN 978-

986-06410-5-9 (平裝) NT$340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3.信仰  244.93  

經歷生命的道路 : 一個基督徒的信

仰見證 / 劉千瑤著 .-- 新北市 : 集夢

坊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065-7-9 (平裝) NT$320  

1.基督徒 2.見證 3.信仰  244.95  

這個世界需要你好好做自己 : 揮別

恐懼,提升勇氣的 100 天練習 / 安妮.

唐絲(Annie F. Downs)著 ; 尤可欣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Soul 系列 ; 61) .-- ISBN 978-986-

06832-7-1 (平裝) NT$340  

1.基督徒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  

244.98  

走出受傷的童年 : 理解父母,在傷心

與怨恨中找到自由 / 蕾斯莉.里蘭.費

爾茲(Leslie Leyland Fields), 吉兒.哈伯

德(Jill Hubbard)著 ; 歐陽羽譯 .-- 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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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Talent 系列 ; 31) .-- ISBN 978-

986-06832-4-0 (平裝) NT$360  

1.基督徒 2.寬恕 3.父母  244.99  

幸福達人全攻略 : 福長手冊 = Get 

ready for your happiness group : the 

leader's handbook / 馮珮主編 .-- 初版 .-

- 高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(幸福

門訓系統) .-- ISBN 978-986-06410-6-6 

(平裝) NT$380  

1.教牧學 2.基督徒  245  

輕易坦蕩事奉主  / 陳濟民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

社出版  :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0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(信徒神學

系列 ; 12) .-- ISBN 978-986-6355-75-2 

(平裝)  

1.教牧學  245  

活得好、站得穩、走得遠 : 宣教士

全人關顧 / 蘿拉.梅.賈德納(Laura Mae 

Gardner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Chinese 

Bible Mission, 11010 .-- 33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9-0-6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教牧學 3.跨文化傳播  

245.6  

主耶穌的動員令 : 天國志工希望工

程 / 莊丁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真

哪噠出版社, 11010 .-- 140 面; 19 公

分 .-- (Mission ; 2) .-- ISBN 978-986-

06601-5-9 (平裝)  

1.教會 2.基督教 3.志工  247  

真理不怕挑戰 : 受洗前,BEST 最常問

的 18 個問題 / 楊錫儒著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幸福門訓

系統) .-- ISBN 978-986-06410-7-3 (平

裝) NT$200  

1.基督教教育 2.基督徒  247.71  

培育世界等待的人才 / 喬治.奈特著 ; 

方錦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兆出

版社, 11011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基

督教育哲學與實踐) .-- ISBN 978-626-

95109-0-0 (平裝) NT$280  

1.基督教教育 2.基督教哲學  247.71  

*耶穌與台灣 : 改革與追求公平正義 

= Jesus and Taiwan : reform and the 

pursuit of justice / 蔡百銓作 .-- 第一

版 .-- [新北市] : 蔡百銓, 11009 .-- 2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22-

0 (平裝) NT$500  

1.耶穌(Jesus Christ) 2.基督教傳記 3.

宗教與社會  249.1  

其他宗教 

大 道 真 佛 聖 諭 集  = Wisdoms from 

Grand Dao / 天音播客傳真著作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崇心雜誌社出版 : 社

團 法 人 大 道 真 佛 心 宗 教 會 發 行 , 

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道聖

諭 ; WD001-) .-- ISBN 978-986-98877-

8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 

1.民間信仰  271.9  

*彌勒聖道行. 六十部曲, 火供聖能 / 

彌勒皇佛作 ; 開慧神譯 .-- 臺北市 : 彌

勒 皇 教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9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96-3-5 (平裝) NT$430  

1.民間信仰  271.9  

關聖帝君玉皇玄靈高上帝始紀 : 天

應儒宗道統傳承 / 陳雪麗(玄貞)編著

撰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嘉德文化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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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3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4-0-1 (平裝)  

1.民間信仰  271.9  

八吉境五帝廟文化資產 / 謝奇峰作 .-

- 臺南市 : 五帝廟, 11010 .-- 22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5-0-7 (精裝)  
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臺南市  

272.097  

鯤鯓王先鋒官臺北代府殿 / 黃文博

著 ; 南鯤鯓代天府攝影團隊, 臺北代

府殿攝影團隊 , 黃文博攝影團隊攝

影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臺北市代府

殿吳府千歲協會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95184-0-1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2500  
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臺北市  

272.097  

e 世代神蹟 : 清水祖師 / 劉賢益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順益鑫國際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41-0-6 (平裝) NT$300  

1.民間信仰  272.64  

明聖經故事 : 一生受用的 26 堂經典

課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行天

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, 11011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792-8-

7 (平裝)  

1.民間信仰 2.關聖帝君  272.74  

文玄光明燈 / 張煥鄉, 楊登嵙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文玄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32-0-8 (平裝) NT$350  

1.民間信仰 2.臺灣民俗  272.9  

神話 

圖解希臘神話 / 凱特琳著 .-- 二版 .-- 

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(一本就懂 ; 9) .-- 

ISBN 978-986-178-569-1 ( 平 裝 ) 

NT$299  

1.希臘神話  284.95  

術數；迷信 

2022 年人類圖覺察日誌 / 安娜.查里

科娃(Anna Charykova), 尼奇塔.潘克

維 奇 (Nikita Pankevich) 著  ; 喬 宜 思

(Joyce Huang)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

86) .-- ISBN 978-986-507-543-9 (平裝) 

NT$900  

1.占星術 2.自我實現  292.22  

星盤裡的人 : 傾聽月亮、上升、上

升 守護和 太陽 透露的 生命 敘事  = 

People in the astrolabe : listen to the life 

narratives revealed by the moon, the 

ascendant, the guardian of the ascendant, 

and the sun / 愛卡(Icka)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7-223-7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占星術  292.22  

金錢卦初階懶人包 / 林蔚青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林蔚青, 11009 .-- 241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94-

0 (平裝) NT$1000  

1.占卜  292.3  

喚醒存在的力量 : 禪卡的 20 道人生

練習題 / 孫子玲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清涼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25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9-

752-2 (平裝) NT$320  

1.占卜  292.96  

塔羅靈數 = Numerology of tarot / 陳豪

兒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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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368 面; 

23 公分 .-- (Future ; 44)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01-7 (平裝) NT$480  

1.占卜  292.96  

2022 虎年開財運賺大錢 / 陶文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14-2 (平裝) 

NT$499  

1.生肖 2.改運法  293.1  

問神達人王崇禮平安生肖運籤農民

曆. 2022 / 王崇禮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Mystery ; 36) .-- 

ISBN 978-986-5496-42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命書 2.改運法  293.1  

開運大預言&金虎年開運農民曆 . 

2022 / 雨揚老師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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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- (臉譜叢

書 ; FF1109G) .-- ISBN 978-626-315-

022-5 (平裝) NT$328  

1.生肖 2.改運法  293.1  

紫微攻略. 4 : 財富 / 大耕老師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55-5 (平裝) 

NT$450  

1.紫微斗數  293.11  

增註八字提要庚辛部 / 韋千里原著 ; 

徐宇辳增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宋林

出版社, 11010 .-- 41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275-55-3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命書 2.生辰八字  293.12  

形家與生肖姓名學 / 陳義霖, 林定榮, 

黃恆堉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進源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16 面; 

21 公分 .-- (姓名學叢書 ; 8011) .-- 

ISBN 978-986-99635-7-2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姓名學  293.3  

工廠風水解疑 / 混元禪師主講 ; 元合

編輯 .-- 二版 .-- 南投縣國姓鄉 : 易鑰

出版社 , 11009 .-- 冊  .-- (法寶大集

結) .-- ISBN 978-986-7007-67-4 (全套:

平裝)  

1.堪輿  294  

陽宅風水指南. 2022 = Guide to yang 

house feng shui / 胡肇台編著 .-- 1 版 .-

- 臺中市 : 瑞成書局, 11010 .-- 67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5-907-5 (平

裝) NT$960  

1.相宅  294.1  

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. 2022 / 張清淵

著 .-- 一版 .-- [新北市] : 上優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(運算人生 ; 16) .-- ISBN 978-957-

9065-60-3 (平裝) NT$218  

1.改運法  295.7  

*靈魂相遇 靈界混血兒 : 活靈活現之

前世今生. 第四部 / 向立綱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7841-5-3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通靈術 2.靈界  296  

自然科學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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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論 

歪打正著的科學意外 / 臺大科學教

育發展中心著 ; 高涌泉, 王道還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1 面; 21 公分 .-

- (科學+) .-- ISBN 978-957-14-7312-3 

(平裝)  

1.科學  300  

STEM 73 個神奇的科學酷魔術 : 史上

最棒的科學遊戲實驗書,讓你的朋友

大 呼 驚 奇 ! / 安 娜 . 克 雷 邦 (Anna 

Claybourne)作 ; 聞翊君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1-317-3 (平裝)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用 345 個積木玩出 24 款的武器主題

館 / 小悅讀編著 .-- 新北市 : 悅讀名

品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8 面; 27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25-8-7 (平裝) 

NT$1350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向大師借點子 : 跟著偉大科學家、

工程師與數學家這樣玩 STEAM / 麥

可.巴菲爾德著 ; 張雅芳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960-9 (平裝)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放學後的理科教室 : 33 個在家就能

做的小實驗,玩出理科力! / 尾嶋好美

作 ; 陳政疆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

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8 面; 21

公分 .-- (科學視界 ; 262) .-- ISBN 978-

986-5408-70-1 (平裝) NT$320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荒島食驗家. 1, 過貓泡麵 / 王宇清文 ; 

rabbit44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

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想想故事屋 ; 1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4-058-5 

(平裝) NT$320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藏在紙裡的科學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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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1 .-- 32 面 ; 

22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36-

6 (精裝) NT$300  

1.紙產品 2.科學實驗 3.通俗作品  

303.4  

歡迎光臨!怪獸科學實驗室. 1 / 李映

璇, 易彥廷, 沈郁芷文 ; 小比圖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5-996-6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歡迎光臨!怪獸科學實驗室. 2 / 李映

璇, 易彥廷文 ; 小比圖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5-997-3 (精裝) NT$350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全國科普論壇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. 

2021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車城鄉 : 國立

海洋生物博物館, 11009 .-- 400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05-0 (平裝)  

1.科學 2.文集  307  

有點廢但是很有趣!日常中的科學二

三事 / 沈進惠著 ; 徐小為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42 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+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13-0 (平裝)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超能金小弟. 1, 電氣人誕生 / 徐志源

作 ; 李真我繪 ; 翁培元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魔法

學園 ; CHH003) .-- ISBN 978-986-0761-

14-6 (平裝) NT$25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跑跑薑餅人. 9, 臭氣沖天的科學 / 趙

珠熙文 ; 李泰榮圖 ; 徐月珠譯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168 面; 25 公分 .-- (CookieRun

聰明闖關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666-8 (平裝) NT$30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科學柯南新聞直播室 / 青山剛昌原

作 ; 游韻馨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8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76-

7 (第 3 冊:平裝)  

1.科學 2.漫畫  308.9  

科學家都在做什麼? : 23 位現代科學

達人告訴你 / 陳雅茜, 郭雅欣, 許雅筑, 

謝宜珊, 鄭茜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295-1 (平裝) NT$380  

1.科學家 2.訪談 3.通俗作品  309.9  

數學 

STEM 91 個神奇的數學酷魔術 : 史上

最棒的數學遊戲實驗書,讓你的朋友

大 呼 驚 奇 ! / 安 娜 . 克 雷 邦 (Anna 

Claybourne)作 ; 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1-316-6 (平裝)  

1.數學 2.科學實驗 3.通俗作品  310  

楓之谷數學神偷 / 宋道樹文 ; 徐正銀

圖 ; 劉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 

25 公分 .-- (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

程) .-- ISBN 978-957-658-664-4 (第 19

冊:平裝)  

1.數學 2.漫畫  310  

數學 / 張文亮, 王偉弘, 鄔正豪編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81-4 (平裝) 

NT$525  

1.數學  310  

翻轉你的數學腦 : 數學如何改變我

們的生活 / 斯蒂芬.布伊斯曼(Stefan 

Buijsman)著 ; 胡守仁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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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74-9 (平裝)  
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 310  

3 小時讀通幾何 / 岡部恒治, 本丸諒

作 ; 雲譯翻譯工作室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視界 ; 257) .-

- ISBN 978-986-5408-69-5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幾何  316  

第一次學機率就上手 / 林振義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7-199-2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機率論  319.1  

電腦資訊科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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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tadata : 活用「描述資料的資料」,

加強資訊的連結和透通,讓人精準搜

尋、一找就有  / 傑福瑞 .彭蒙藍茲

(Jeffrey Pomerantz)著 ; 戴至中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172) .-- ISBN 

978-626-95077-1-9 (平裝) NT$400  

1.資訊科學 2.元資料  312  

改變世界的九大演算法 : 讓今日電

腦無所不能的最強概念 / 約翰.麥考

米克 (John MacCormick)著  ; 陳正芬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

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117) .-

- ISBN 978-626-95077-0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電腦 2.人工智慧 3.演算法  312  

創新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= 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

and design proceedings / 王年燦主編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

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學院, 11010 .-

- 54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196-1-4 (平裝)  

1.數位科技 2.電腦程式設計 3.文集  

312.07  

第一次用 Azure 雲端服務就上手 / 

Warner 原著 ; 林班侯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965-4 (平裝)  

1.雲端運算  312.136  

網路規劃與管理實務 : 協助考取國

際網管證照 / 蕭志明作 .-- 第三版 .-- 

臺北市 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10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2-687-4 (平裝) NT$860  

1.電腦網路 2.通訊協定  312.16  

活用 Google 創造 10 倍效率的遠距工

作術 / 平塚知真子原著 ; 衛宮紘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63-0 (平裝)  

1.網際網路 2.搜尋引擎 3.工作效率  

312.1653  

超圖解伺服器的架構與運用 : 硬體

架構 x 軟體運用,輕鬆理解數位時代

的必備知識 / 西村泰洋著 ; 劉宸瑀, 

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32-1 (平裝)  

1.網際網路 2.網路伺服器  312.1653  

前端框架 Svelte 上手指南 : 從基本介

紹到 UI 實戰與測試 / 陳愷奕(愷開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

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99-2 (平裝) NT$600  

1.網頁設計  312.1695  

輕鬆上手 XML 教科書 / 張士超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資料交換研究室, 

11009 .-- 28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46-0-1 (平裝) NT$370  

1.XML(文件標記語言)  312.1695  

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: CPE 祕笈 / 林盈

達, 黃世昆, 楊昌彪, 葉正聖, 謝育平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美商麥格羅希

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, 

11010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(資訊科學

叢書 ; CL010) .-- ISBN 978-986-341-

476-6 (平裝)  

1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2  

你所不知道的必學前端 Debug 技巧 : 

即學即用!讓你 Debug 不求人 / 楊楚

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7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95-4 (平裝)  

1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23  

快速學會 Visual Basic 精選教材 / 松

橋工作室作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 

11010 .-- 6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23-0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BASIC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B3  

圖說演算法 : 使用 JavaScript / 吳燦銘, 

胡昭民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90-9 (平裝)  
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2.演算法  

312.32J36  

AI 影像深度學習啟蒙 : 用 python 進

行人臉口罩識別  / 廖源粕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41-6 (平裝) NT$1000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人工智慧  

312.32P97  

Pandas 快速上手!掌握資料分析訣竅,

打好資料科學基礎  / Matt Harrison, 

Theodore Petrou 著 ; 蔣佑仁, 李侑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12-689-8 ( 平 裝 ) 

NT$750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*Python 教 學 手 冊  = Practical 

programming with Python / 洪維恩著 .-

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36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2-688-1 (平裝) NT$366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文科生也能懂的 Python 程式設計 : 用

Python 寫出國中數學解題程式 / 谷尻

かおり原著 ; 謝敏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962-3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CorelDRAW 經典範例設計寶典 / 趙

雅芝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10 .-

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

490-4 (平裝)  

1.Corel DRAW(電腦程式)  

312.49C67  

Excel 入門到完整學習 邁向最強職場

應用 : 王者歸來 / 洪錦魁著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37-9 (平裝) NT$700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超 實用 ! 會計 .生管 .財 務的 辦公 室

EXCEL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(Office 

365 版本) / 張雯燕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

911-1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超 實用 ! 業務 .研發 .企 宣的 辦公 室

PowerPoint 省時高手必備 30 招 / 鄭苑

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3 公

分 .-- Office 365 版本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12-8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PowerPoint(電腦程式)  312.49P65  

iOS 15 程式設計實戰 : Storyboard 與

SwiftUI 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200+ / 

朱克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6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59-3 (平裝)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.行動

資訊  312.5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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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姐要用 Kotlin 寫專案,能撐 30 天

嗎? : 從 Server 到 Android APP 都是

Kotlin 的開發生存日記 / 李盈瑩(Kate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

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97-8 (平裝)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52  

*物聯網原來這麼近 : 立即手動實作

一個 / 黃峰達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9-808-

8 (平裝) NT$550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52  

點餐系統 App 專題實作 : 使用 App 

Inventor 2 結合 Google 表單、Firebase

雲端資料庫與 SQLite 關聯式資料庫 / 

李春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46-4 (平

裝)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52  

Linux 樹莓派前菜 : 從隨手可得的硬

體與軟體,實驗 Linux 內部功能! / 林

有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4 面; 23 公

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

ISBN 978-986-434-917-3 ( 平 裝 ) 

NT$680  

1.作業系統  312.54  

*SpringCloud & Docker 雙劍制霸 : 微

服務架構實戰應用技術 / 周立編著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佳魁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9-809-5 (平裝)  

1.作業系統  312.54  

圖解資料結構 : 使用 JavaScript / 吳燦

銘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9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893-0 (平裝)  

1.資料結構 2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

言)  312.73  

資料探勘與顧客分析 : Modeler 應用 / 

陳耀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
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0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31-

9 (平裝) NT$620  

1.資料探勘 2.統計套裝軟體 3.消費

者行為  312.74  

實戰資料流架構 : 用 Apache Flink 建

立永續高性能服務 / 龍中華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42-3 (平裝) NT$880  

1.大數據 2.資料處理 3.套裝軟體  

312.74  

最成熟文件資料庫 : MongoDB 實作

整合最佳化微服務架構 / 唐卓章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40-9 (平裝) NT$880  

1.資料庫管理系統 2.關聯式資料庫  

312.7565  

資 安 這 條 路  : 領 航 新 手 的 Web 

Security 指南,以自建漏洞環境學習網

站安全 / 林子婷(飛飛)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(iT 邦幫忙

鐵人賽系列書) .-- ISBN 978-986-434-

898-5 (平裝)  

1.網路安全 2.資訊安全  312.76  

After effects 新勢界 : 8 堂課學會 AE

動畫與特效技巧  / 陳剛毅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智庫雲端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84-2-2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

NT$550  

1.多媒體 2.數位影像處理 3.電腦動

畫  312.8  

虛擬實境輕鬆入門 : VR 遊戲 X 虛擬

醫療 X 智慧車 X 場景行銷 / 劉向東
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83-9 (平裝) 

NT$299  

1.虛擬實境  312.8  

Flag's 創客.自造者工作坊 : 用 AI 影

像辨識學機器學習 / 施威銘研究室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12-691-1 ( 平 裝 ) 

NT$999  

1.人工智慧 2.機器學習 3.電腦程式

設計  312.83  

人工智慧 / 張志勇, 廖文華, 石貴平, 

王勝石, 游國忠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922-6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 312.83  

人工智慧在我家 : 使用 KNERON AI 

Dongle / 劉峻誠, 陳宇春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341-9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2.機器學習  312.83  

唐鳳談數位與 AI 的未來 / 唐鳳口述 ; 

日本總裁出版社編輯部作 ; 姚巧梅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4-59-5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2.技術發展 3.社會變遷 

4.資訊教育  312.83  

Knock Knock!Deep Learning : 新手入

門深度學習的敲門磚 / 廖珮妤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918-0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2.機器學習  312.831  

機器學習的教科書 / 伊藤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39-3 (平裝) NT$780  

1.機器學習  312.831  

我想學設計!人氣精選 Photoshop 影像

編修技 : 工具 x 調色 x 文字 x 合成 x

廣告設計 / 楊比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

964-7 (平裝)  

1.數位影像處理  312.837  

數位影像處理 : 使用 Octave / 葉倍宏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崑山科技大

學電子工程系, 11009 .-- 48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0-2-0 (平裝) 

NT$480  

1.數位影像處理 2.數值分析  

312.837  

*ZBrush 極新版 超絕數位雕刻創作

密技 : 人物、場景、道具設計一把

抓 / 白乃遠, 黃文興, 陳冠鵬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0-545-0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Zbrush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 3.電

腦動畫  312.866  

TypeScript 邁向專家之路 : 一本書教

你從零基礎 JavaScript 打通 Angular、

React 與 Vue.js 前端框架實戰 / Adam 

Freeman 著 ; 許文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旗 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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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2-690-4 (平裝) NT$750  
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

2.Type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 

312.932J36  

天文學 

解密黑洞與人類未來 / 法爾克(Heino 

Falcke), 羅默(Jörg Römer)著 ; 姚若潔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(科學文化 ; 219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12-7 (平裝) NT$500  

1.黑洞 2.宇宙 3.天文學  323.9  

24 節氣精靈療癒繪本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

大學創新設計學院, 11009 .-- 36 面; 3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6-2-1 (平裝)  

1.節氣 2.農作物 3.繪本  327.12  

物理 

六極物理 / 嚴伯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0 .-- 400 面 ; 23 公 分  .-- 

(LEARN 系列 ; 60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484-8 (平裝) NT$450  

1.物理學 2.通俗作品  330  

普通物理實驗 / 黃明輝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

303-9 (平裝)  

1.物理實驗  330.13  

相對論 : 從 13 歲開始學相對論 / 日

本 Newton Press 作 ; 賴貞秀翻譯 .-- 第

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年

伽利略 ; 11) .-- ISBN 978-986-461-262-

8 (平裝) NT$250  

1.相對論 2.通俗作品  331.2  

量子電腦應用與世界級競賽實務  / 

張仁瑀, 徐育兆, 林橋毅, 劉子睿, 林

侑恆, 林志鴻作 .-- 一版 .-- [臺北市] : 

一品文化出版社, 11010 .-- 50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1-4-0 (平裝) 

NT$1288  

1.量子力學 2.電腦程式設計  331.3  

量子論 : 從 13 歲開始學量子論 / 日

本 Newton Press 作 ; 賴貞秀翻譯 .-- 第

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年

伽利略 ; 12) .-- ISBN 978-986-461-263-

5 (平裝) NT$250  

1.量子力學 2.通俗作品  331.3  

LabVIEW 程 式 設 計 ( 含 LabVIEW 

NXG 軟體操作) / 陳瓊興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86-1 (平裝附數位影音

光碟)  

1.LabVIEW(電腦程式) 2.量度儀器  

331.7029  

世界第一簡單物理學. 力學篇 / 新田

英雄著 ; 林羿妏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32 面; 

21 公分 .-- (科學視界 ; 261) .-- ISBN 

978-986-5408-67-1 (平裝) NT$320  

1.力學 2.漫畫  332  

聲音風景 : 循音線看見地方之外 / 董

淨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裏路文

化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44 面; 23

公分 .-- (地味手帖 ; 8) .-- ISBN 978-

626-95181-1-1 (平裝) NT$380  

1.聲音 2.田野工作 3.地景生態學  

334  

熱力學與熱機 : 認識航空發動機 = 

Thermodynamics of a heat engine along 

with an aero-engine and rocket / 周鑑恒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海峽前鋒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9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2-0-3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熱力學 2.熱動機 3.飛行器 4.引擎  

335.6  

固態離子電池 : 得固態電池者得天

下 / 劉如熹, 仝梓正, 廖譽凱, 王恕柏, 

莫誠康, 胡淑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911-0 (平裝)  

1.電池  337.42  

*高壓電與放電 : 兼談宇航離子推進

器 = High voltage and discharge : how 

do Ion Thrusters work? / 周鑑恒著 .-- 

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海峽前鋒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6717-9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高壓電 2.放電  337.8  

化學 

普通化學 = Chemistry / 葙丞編著 .-- 

二版 .-- 新竹市 : 偉文出版社, 11010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739-2-0 (上冊:

平裝) NT$700 .-- ISBN 978-986-06739-

3-7 (下冊:平裝) NT$700  

1.化學  340  

超簡單化學課 : 自然科超高效學習

指南 / DK 出版社編輯群作 ; 張必輝
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際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4-1-6 (平裝) 

NT$750  

1.化學  340  

普通化學實驗 / 王萬拱, 朱穗君, 李玉

英, 林耀堅, 邱瑞宇, 邱春惠, 黃武章, 

張如燕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
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302-2 (平裝)  

1.化學實驗  347.2  

地質學 

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 / 比歐力工

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

版社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

801-987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350 .-- 

ISBN 978-957-801-988-1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350  

1.地質學 2.漫畫  350  

寶石鑑賞全書 : 專業鑑定師教你認

識寶石種類、特性、鑑賞方法與選

購指南 / 朱倖誼著 .-- 三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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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(游藝

館) .-- ISBN 978-986-459-357-6 (平裝) 

NT$650  

1.寶石  357.8  

WOW!驚喜百科. 2, 用 AR 認識恐龍 /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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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56 面; 23X25 公分 .-- 

(IQ up ; 30) .-- ISBN 978-626-320-004-3 

(精裝) NT$330  

1.爬蟲類化石 2.通俗作品  359.574  

生物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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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學 / 王愛義, 朱于飛, 施科念, 黃

仲義, 蔡文翔, 鍾德磊編著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5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06-6 (平裝) NT$750  

1.生命科學  361  

23 對染色體 : 解讀創生奧祕的生命

之書 / 馬特.瑞德利(Matt Ridley)著 ; 

蔡承志, 許優優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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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1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25-3 (平裝) NT$520  

1.染色體 2.遺傳學 3.基因 4.通俗作

品  364.218  

荒野同行,共好二五 : 荒野保護協會

25 周年特刊 / 劉建隆總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

會, 11009 .-- 3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7941-5-3 (精裝)  

1.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2.自然保

育  367  

東馬婆羅洲熱帶雨林 : 崩落的野生

物天堂 = A natural paradise in Peril : the 

Malaysian Borneo Tropical rainforest / 

江柏毅, 李勇毅, 沈競辰, 林元千, 姚

奎宇, 容碧霞, 徐歷鵬, 黃祖錢 Nelson, 

黃齡慧, 楊樹森, 戴舒婷作 ; 中華民國

荒野保護協會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5-963-

6 (平裝) NT$600  

1.熱帶雨林 2.生物多樣性 3.通俗作

品 4.婆羅洲  367.822  

影響世界的大流行 : 新冠狀病毒 / 徐

明達著 .-- 臺北市 : 活石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873-8-7 (平裝)  

1.病毒學 2.傳染性疾病  369.74  

植物學 

環遊世界八十種植物 / 強納生.德洛

里(Jonathan Drori)著 ; 綠西兒.克雷克

(Lucille Clerc)繪 ; 杜蘊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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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240 面; 23 公分 .-- (Mirror ; 22) .-- ISBN 

978-626-95016-0-1 (平裝) NT$450  

1.植物 2.通俗作品  370  

花的祕密 : 以及有關自然與科學的

小 提 問  / 瑞 秋 . 伊 格 諾 托 夫 斯 基

(Rachel Ignotofsky)作 ; 陳雅茜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04-0 ( 精 裝 ) 

NT$360  

1.花卉 2.植物形態學 3.通俗作品  

371.73  

雪山植事物語春秋 : 雪東線步道四

季 植 物  = Flowers and fruits of bbu 

Hagay in four seasons / 曾喜育, 林亞頎, 

李佩樺, 陳盈安, 張之毅, 黃俊曄, 周

柏安, 孫承翰, 洪宗泰, 潘信鴻, 張芷

寧, 邱瀚元, 劉家秀, 何育霖, 謝心蓓, 

江暐凡, 王偉, 林鼎宸, 李子群撰文 .-- 

苗栗縣大湖鄉 :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

處, 11009 .-- 2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19-1 (平裝) NT$280  

1.植物生態學 2.雪霸國家公園  

374.33  

嘉寶的田野大發現. 藜麥篇 = Garbo's 

great adventure in the field. quinoa / 蔡

佩珊繪圖 ; 陳清玉, 連經憶故事構

成 .-- 初版 .-- [嘉義市] : 國立嘉義大

學, 11010 .-- 35 面; 27X26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95079-1-7 (精

裝) NT$350  

1.藜目 2.繪本  377.2246  

動物學 

黑熊太胖了怎麼辦? : 你不知道的動

物園小祕密 / sirokumao 作 ; 許婷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

版 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88-47-2 (平裝)  

1.動物園 2.通俗作品  380.69  

動物同性戀 : 同性戀的自然史 / 芙樂

兒.荳潔(Fleur Daugey)著 ; 陳家婷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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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957-13-9483-1 (平裝) 

NT$380  

1.動物 2.動物行為 3.同性戀  383.73  

*鱟望 / 李玉青文 ; 林兆苓圖 .-- 澎湖

縣湖西鄉 :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, 

11009 .-- 24 面; 21X30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5427-71-9 (精裝) 

NT$300  

1.節肢動物 2.繪本  387.52  

昆蟲的華麗變身 : 演化適應之路 = 

Insect transformation : an evolutionary 

adaptation pathway / 葉文斌, 楊曼妙, 

路光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

中興大學, 11010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

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6057-3-0 

(平裝)  

1.昆蟲學 2.動物演化  387.7  

南港賞蟲趣(蛾類) / 謝三明圖.文 .-- 

臺 北 市  : 臺 北 市 南 港 社 區 大 學 , 

11010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態環境

系 列 叢 書  ; 12) .-- ISBN 978-986-

06038-0-4 (平裝)  

1.蛾 2.動物圖鑑 3.臺灣  387.793025  

蜜袋鼯完全飼養手冊 : 從認識理解、

互動照顧到疾病預防,飼主必學知識

全收錄 / 大野瑞繪著 ; 童小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33-8 (平裝)  

1.鼠 2.寵物飼養  389.62  

一角鯨 = Monodon monoceros / 蔡政修
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34-4 (平裝) 

NT$180  

1.齒鯨亞目 2.動物演化  389.7  

水獺出沒!請小心 = Please be careful of 

the presence of otters! / 陳為信，楊偉

彣，王慧騏，曾桂圓，李明娟，陳

雅馨，許娜維作 ; 王慧騏繪 .-- 初
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

11011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86-5468-38-5 ( 精 裝 ) 

NT$300  

1.食肉目 2.通俗作品 3.金門  

389.815  

人類學 

身體 : 最暢銷非虛構作家比爾布萊

森給擁有者的身體說明書 / 比爾.布

萊森(Bill Bryson)作 ; 沈台訓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832 面; 1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12-6-0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人體解剖學 2.人體生理學  394  

實 用 解 剖 實 習 指 引  = Practical 

anatomy guidelines / 朱培銘, 吳政訓, 

張綺芬, 陳欽昶, 楊美芳, 蔡孟宏, 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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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伶, 魏一華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66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364-95-

1 (平裝)  

1.人體解剖學 2.教學實習  394  

人體 : 圖解全身小知識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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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年伽利

略 ; 13) .-- ISBN 978-986-461-264-2 (平

裝) NT$250  

1.人體學  397  

幼兒生理學 / 許世宗, 楊佳璋, 顏世慧, 

曹璟祺, 林自勇, 唐紀絜, 簡言軒, 倪

麗娟, 王資惠, 王淑惠合著 .-- 四版 .-- 

臺 中 市  :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2-803-3 (平裝) NT$500  

1.兒童發育生理 2.發育生理學 3.小

兒科  397.12  

有什麼毛病? / 巴貝柯爾(Babette Cole)

文.圖 ; 黃鈺璇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0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6-43-1 (精裝) NT$300  

1.青春期 2.青少年心理 3.繪本  

397.13  

男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/ 沙嘯巖編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樂

活 ; 10) .-- ISBN 978-986-411-148-0 (平

裝) NT$330  

1.青春期 2.青少年心理  397.13  

死後,貓會吃掉我的眼睛嗎? : 渺小人

類面對死亡的巨大提問 / 凱特琳.道

堤(Caitlin Doughty)著 ; 林師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7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76-3 (平裝) NT$380  

1.死亡 2.通俗作品  397.18  

應用科學類 

醫藥 

健康福祉與科技應用 / 王柏勝, 吳育

瑋, 吳佳儀, 李碧玉, 周裕珽, 房思宏, 

林欣妤, 林治萱, 林美融, 俞宏蓁, 胡

文郁, 張聖琳, 莊承鑫, 許明暉, 許哲

榕, 郭明翰, 郭書瑋, 郭藍遠, 陳怡璇, 

陳亮恭, 陳俊璋, 陳律言, 陳竑卉, 陳

珮蓉, 程紋貞, 楊軒佳, 劉德明, 蔡劭

瑜, 鄭鈞元, 賴彥安, 羅凱暘, 蘇家玉

作 ;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

培育計畫辦公室主編 .-- 臺北市 : 教

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生醫產業與

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, 

11011 .-- 2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11-1 (平裝)  

1.健康醫療業 2.健康照護 3.醫療科

技 4.文集  410.1655  

臨床創新 : 從點子到創新具體化的

第一本書 / 吳明峰, 吳杰亮, 沈祖望, 

林世永, 莊家峰, 溫志煜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55-5 (平裝) NT$420  

1.健康醫療業 2.產業發展  410.1655  

一般醫學實習手冊 : 症狀技能導向

學習 = General medical practice manual : 

symptomatic skill-oriented learning / 中

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教師團隊作 .-- 第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131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7364-96-8 (精裝)  

1.醫學教育  410.3  

MY 健康誌. 2022 / 聯合報記者團隊

文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新聞

部, 11011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626-7-6 (平裝) NT$280  

1.健康法  411.1  

四十歲的男人,千萬別只剩一張嘴 : 

睡不好、沒性趣、有三高!一本寫給

所有中年男人的健康注意事項 / 盧

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0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875-9 (平裝) NT$375  

1.保健常識 2.健康法 3.男性  411.1  

數字科學養生法 : 吃飯只吃 7 分飽、

每天行走 6,000 步、睡前泡腳 15 分,

用數字避免亞健康上身 / 馬淑君著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

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880-3 (平

裝) NT$350  

1.養生 2.健康法  411.1  

營 養 . 免 疫 . 長 壽  = 

Nutrition.immunity.longevity / 陳昭妃

著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

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22-1-9 (平裝) NT$450  

1.健康法 2.免疫學 3.營養  411.1  

瑜 伽 乾 坤  : 陰 陽 頤 養 至 道 書  = 

Universe yoga : the way of yin yang 

nurture / 廖英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

76-1 (平裝) NT$380  

1.瑜伽  411.15  

我決定要活 120 歲 : 長壽,活力,和生

命轉化的古代智慧 / 李一指(Ilchi Lee)

著 ; 李承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

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

524-3 (平裝) NT$360  

1.長生法 2.健康法 3.自我實現  

411.18  

大步走,不失智! : 步幅加大 5 公分的

走路革命,醫學博士教你「刺激大腦」

的正確走路方式 / 谷口優著 ; 黃薇嬪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22-9 (平裝) 

NT$310  

1.健腦法 2.健行  411.19  

大腦逆齡指南 : 頂尖神經科醫師教

你如何促進腦細胞再生、增加腦部

血流量,提升大腦健康與認知能力,遠

離失智的威脅 / 克莉絲汀.威勒米爾

(Kristen Willeumier)著 ; 陳錦慧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(商周養生館 ; 67)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15-4 (平裝) NT$380  

1.健腦法 2.健康法  411.19  

吃對食物,吃出健康 / 和渝斌著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Health ; 

9) .-- ISBN 978-986-5481-14-8 (平裝) 

NT$250  

1.健康飲食 2.食療  411.3  

妳的各種不適,都源自營養不良 / 佐

藤智春作 ; 劉愛夌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

新 北 市  : 文 經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Health ; 

27) .-- ISBN 978-957-663-804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營養 2.健康飲食 3.婦女健康  

411.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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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藥而癒 : 一場席捲全球的餐桌革

命 / 徐嘉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10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5-4-1 (平裝) NT$450  

1.營養 2.健康飲食  411.3  

傅爾曼醫師高營養密度飲食全書  / 

喬爾.傅爾曼(Joel Fuhrman)著 ; 皮海

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

352 面; 23 公分 .-- (悅讀健康 ; 156) .-

- ISBN 978-626-95175-2-7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營養 2.健康飲食 3.食療  411.3  

NMN 的逆齡奇蹟 / 劉景仁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與飲

食 ; 140) .-- ISBN 978-626-7009-89-5 

(平裝) NT$300  

1.營養 2.健康法 3.保健常識  411.38  

不倒翁健走運動  / 郭健中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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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957-13-9486-2 (平裝) 

NT$450  

1.健行 2.運動健康 3.老年  411.712  

失眠診所 : 整合醫學醫師、營養師

教你吃出好眠力 / 歐瀚文, 賀菡懿, 洪

佳琪, 陳郁涵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49-2-3 (平裝) NT$350  

1.睡眠 2.健康法  411.77  

解讀醫病關係. IV, 醫療訴訟篇, 下 / 

吳志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8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18-7 (平裝) 

NT$480  

1.醫事法規 2.醫病關係  412.21  

貓偵探的食安推理故事 : 啊!校外教

學怎麼了? / 方秋雅文 ; BO2 圖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35-986-7 (平裝) 

NT$260  

1.食品衛生管理 2.健康飲食 3.兒童

讀物  412.25  

COVID-19 臺大醫院診治及照護經驗 

/ 劉旺達, 潘玫燕, 葉乙臻, 陳誠萱主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1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9519-90-8 (平裝) NT$600  
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 3.傳染性疾病護理  412.471  

徐靈胎醫話醫案選 / (清)徐靈胎原著 ; 

張存悌, 周康, 卓同年點校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大 展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06 面; 21 公分 .-- (中醫保健

站) .-- ISBN 978-986-346-343-6 (平裝) 

NT$280  

1.中醫  413  

醫易閑話 : 名醫李時珍第十六代胡

塗醫結合古傳中醫與易學的 88 堂醫

道課 / 胡塗醫作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32 面; 23

公分 .-- (名人養生館 ; 30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58-3 (精裝) NT$560  

1.中醫  413  

小女人的氣血診療室 : 讓妳即使素

顏,也能美到發光! / 宸羽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871-1 (平裝) 

NT$360  

1.中醫 2.養生 3.婦女健康  413.21  

養生要植根.治病要除根 : 抗病防癌

的 365 則生活小細節大關鍵 / 何顯亮

著 .-- 三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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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8 面; 

23 公分 .-- (舒活家系列 ; HD2024Y) .-

- ISBN 978-626-95022-7-1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中醫 2.養生 3.健康飲食 4.保健常

識  413.21  

圖解金匱要略 / 李家雄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41-8 (平裝) NT$450  

1.金匱要略 2.中醫典籍  413.31  

針灸精要與常見疾病診治 / 杜基祥, 

朱素華, 杜怡貞, 李秋香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生原中醫診所, 11010 .-

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57-0-6 (平裝) NT$1600  

1.針灸 2.經穴 3.中醫治療學  413.91  

國醫大師圖說艾灸 / 李業甫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版社, 

11011 .-- 253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絕

招 ; 7) .-- ISBN 978-986-06717-4-2 (平

裝) NT$330  

1.艾灸 2.經穴  413.914  

(全圖解)穴位按摩對症手法 / 吉川信

監修 ; 瞿中蓮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養沛文化館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(SMART LIVING 養身健康觀 ; 

115) .-- ISBN 978-986-5665-89-0 (平裝) 

NT$320  

1.按摩 2.經穴  413.92  

疼痛的身心地圖 / 石垣英俊著 ; 黃筱

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3

公分 .-- (健康樹系列 ; 166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573-6 (平裝) NT$360  

1.壓力 2.按摩 3.經穴  413.92  

排毒.調養天天喝好湯 : 中醫師教你

用改善氣、血、水循環的日常食材,

做出 70 道符合體質的全家養生湯料

理! / 幸井俊高著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
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12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3-0-3 (平裝) 

NT$390  

1.食療 2.湯 3.藥膳 4.養生  413.98  

臺 灣 中 藥 典  = Taiwan herbal 

pharmacopoeia / 衛生福利部臺灣中藥

典第四版編修委員編纂 .-- 第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, 11009 .-- 66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45-0 (精

裝) NT$800  

1.中藥材 2.藥典  414.3041  

易 混 淆 及 誤 用 藥 材 多 元 鑑 別  = 

Identification of commonly misused 

Chinese crude drug / 林金富總編輯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食品

藥物管理署, 11011 .-- 20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39-9 (精裝) 

NT$2000  

1.中藥材 2.藥材鑑定  414.32  

阿嬤的自然養生方 / 漢欣文化編輯

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健康隨身書 ; 3) .-- ISBN 978-

957-686-815-3 (平裝) NT$280  

1.偏方 2.中藥方劑學  414.65  

ICU 重症醫療現場. 2 : 用生命拚的生

命 / 陳志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

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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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75-0-3 (平裝) NT$400  

1.重症醫學 2.通俗作品  415  

核子醫學 : 原理與技術 / 王榮福主

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

社, 11010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8-429-9 (平裝)  

1.核子醫學 2.放射線診斷  415.216  

教學用緊急醫療救護單項技術操作

規範. 2021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

部消防署, 11009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6-18-4 (平裝)  

1.急救 2.緊急醫療救護  415.22  

56 個生命的省思 : 攜手走過 COVID-

19 / 慈濟真善美志工彙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60-5 (平

裝) NT$480  
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 3.通俗作品  415.2309  

高血壓,你吃對了嗎? / 陳偉著 .-- 修訂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56-0-8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高血壓 2.健康飲食 3.食療  

415.382  

一分鐘肺部伸展操 : 提升心肺功能,

預防肺炎! / 加藤雅俊著 ; 李友君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i

健康 ; 56) .-- ISBN 978-626-95026-4-6 

(平裝) NT$300  

1.肺臟疾病 2.免疫力 3.健康法  

415.46  

終結胃水腫 : 少喝水,救健康 / 今中健

二作 ; 楊鈺儀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(生活健康 ; B495) .-- ISBN 

978-986-5408-66-4 (平裝) NT$300  

1.胃疾病 2.健康法  415.52  

食癮 : 胰島素 5.0 健康計畫 / 蕭慎行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9-1-6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新陳代謝疾病 2.保健常識 3.減重 

4.健康法  415.59  

失控的不是血糖,是你的飲食 : 講糖

教你這樣吃,血糖穩定不飆升 / 林冠

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

- (Happy body ; 191) .-- ISBN 978-986-

136-605-0 (平裝)  

1.糖尿病 2.健康飲食  415.668  

過敏大作戰 / Gomdori.co 文 ; 韓賢東

圖 ; 徐月珠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8 面; 24 公

分 .-- (我的第一本科學漫畫 ; 58-) .-- 

ISBN 978-957-658-667-5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300  

1.過敏性疾病 2.漫畫  415.74  

趁你還記得 : 醫生無法教的認知症

非藥物生活方式及有效照護方案,侍

親 12 年心得筆記,兼顧生活品質與孝

道! / 伊佳奇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440 面; 21 公分 .-- (Care ; 

61) .-- ISBN 978-957-13-9523-4 (平裝) 

NT$480  

1.失智症 2.阿茲海默氏症 3.健康照

護  415.934  

*當忘記成為現實 : 失智照護筆記 / 

王竹語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傳

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09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7-3-8 (平

裝)  

1.失智症 2.健康照護  415.934  

*當忘記成為現實 : 失智照護筆記 / 

王竹語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

雜誌 , 慈 濟 傳 播人 文 志業 基金 會 , 

11009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7-07-2 (平裝) NT$300  

1.失智症 2.健康照護  415.934  

29 個好習慣,抗老化,防失智! / 鎌田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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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36 面; 

21 公分 .-- (悅讀健康 ; HD3168) .-- 

ISBN 978-626-95022-2-6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老年失智症 2.健腦法 3.健康法  

415.9341  

我的失智媽媽 : 照顧失智家人,並好

好照顧自己 / 陸曉婭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36 面; 22 公分 .-- (Restart ; 

21) .-- ISBN 978-986-406-258-4 (平裝) 

NT$370  

1.老年失智症 2.父母 3.照顧者  

415.9341  

探索大腦的會談地圖 : 提升精神醫

學核心能力 / 林煜軒, 張立人編著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

11010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8-430-5 (平裝)  

1.精神醫學 2.心理諮商  415.95  

給照顧憂鬱和失智長者的你 / 黃嘉

慈, 黃苡安, 李碧姿, 鄭碧君採訪撰文 ; 

葉雅馨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法人董氏基金會<<大家健康>>雜

誌, 11010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750-7-6 (平裝) NT$300  

1.憂鬱症 2.老年失智症 3.長期照護 

4.照顧者  415.985  

*當我說想死的時候 ,生命卻對我微

笑 : 憂鬱症患者從自殺到接受不完

美人生的故事 / 金賢真著 ; 魏汝安
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橙實文化有限

公司 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(Orange life ; 18) .-- ISBN 978-986-

99846-8-3 (平裝)  

1.憂鬱症 2.通俗作品  415.985  

靜不下來的哈利 : 翻轉孩子的專注

力 / 成沢真介著 ; 木村倫子繪 ; 陳維

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

創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40 面 ; 

21X2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725-43-8 (精裝)  

1.過動症 2.注意力缺失 3.特殊兒童

教育 4.繪本  415.9894  

我的無敵衝鋒隊 : 放屁與打嗝 / 馬莉

歐娜.托洛薩.斯特雷(Mariona Tolosa 

Sisteré)圖.文 ; 張東君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水滴文化版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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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 面; 24X26 公分 .-

- (知識滴 ; 34) .-- ISBN 978-626-7038-

03-1 (精裝) NT$360  

1.消化系統 2.衛生教育 3.繪本  

416.24  

強韌關節,運動零傷害 : 小心!錯誤的

運動習慣將磨損軟骨、破壞關節!足、

膝、髖、脊椎、肩、肘、手,七大部

位完整強化! / 宮田徹著 ; 羅淑慧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80-55-4 ( 平 裝 ) 

NT$33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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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關節 2.筋膜放鬆術 3.運動健康  

416.6  

看見我,你就幸福了 / 許竣超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谷羊國際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谷洋文化勵志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

986-83677-2-2 (平裝) NT$299  

1.許竣超 2.肌肉萎縮症 3.臺灣傳記  

416.64  

雙眼視覺理論與實務 / 卓達雄編著 .-

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80-7 (平裝) 

NT$360  

1.眼科 2.視力  416.7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5 : 全口活動義

齒技術學 / 許慧珊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1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

805-7 (平裝) NT$200  

1.牙科技術 2.義齒  416.9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7 : 牙科矯正技

術學 / 林佳昵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
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2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06-4 (平

裝) NT$175  

1.牙科技術 2.齒顎矯正  416.9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9, 牙技法規與

倫理學 / 方賓仕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中

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

802-6 (平裝) NT$225  

1.牙科技術 2.醫事法規 3.醫學倫理  

416.9  

牙 體 復 形 之 瓷 牙 貼 面  = Porcelain 

laminate veneers / 陳瑞松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金名圖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

89-2 (平裝) NT$350  

1.牙體復形 2.牙科美學  416.9491  

幼兒健康與安全 / 張美雲, 陳慧玲, 曾

如敏, 沈滿華, 陳韻如, 賴佳菁, 陳淑

姬, 張溢真, 許瑛真, 王資惠, 卓美秀, 

詹惠婷, 黃麗錦, 周梅如, 黃煒翔, 馬

藹屏, 陳惠芳合著 .-- 五版 .-- 臺中市 : 
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99-9 (平

裝) NT$450  

1.小兒科 2.幼兒健康 3.安全教育  

417.5  

發燒、過敏都不怕!圖解小兒照護速

查百寶書 / 佐久醫師會「告訴我!醫

師」專案團隊作 ; 呂沛餘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74-8 (平裝)  

1.小兒科 2.家庭醫學 3.健康照護  

417.5  

森林藥局 /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

理署審核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

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, 11010 .-- 18 面; 

12X12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5469-47-4 (精裝) NT$280  

1.藥學教育 2.繪本  418.03  

藥理學 / 黃安正, 沈郁芳, 陳靜慧, 阮

右芬, 郭詩憲, 邱鴻義, 趙文霙, 聶幼

安, 尹順君, 康雅斐, 林梅芳, 陳姮蓉, 

韓光芬合著 .-- 五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7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00-2 (平裝) 

NT$600  

1.藥理學  418.1  

哲學樹.心繕卡 : 心靈的鍊金術 / 徐玟

玲手冊撰寫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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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0 .-- 112 面; 1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9-521-2 (平裝)  

1.占卜 2.心靈療法  418.98  

玩藝術,一起老 : 老人藝術治療的理

論、實務與案例分享 / 蔡汶芳著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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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(商周教育館 ; 47)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10-9 (平裝) NT$480  

1.藝術治療 2.老人諮商  418.986  

能量水晶療癒全書 : 頻率對了,你的

人生就對了!找出你身心靈的能量調

音師 / 思逸 SE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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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(Future ; 

45) .-- ISBN 978-626-7012-99-4 (平裝) 

NT$980  

1.另類療法 2.水晶 3.寶石 4.能量  

418.99  

中醫芳療百科 / 沈莉莎, 李嘉菱作 .-- 

修訂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出色文化 , 

11009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93-5-7 (平裝) NT$800  
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3.中醫理論  

418.995  

每個人都能是自己的生命療癒師  : 

正觀善用澳洲花晶,覺查身體的真正

問題 / 趙采榛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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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54-4 (平裝)  

1.自然療法 2.順勢療法 3.能量  

418.995  

療癒動物與人的直傳靈氣 / 朱瑞欣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眾生 ; JP0186) .-- ISBN 

978-986-06890-7-5 (平裝) NT$420  

1.另類療法 2.健康法 3.能量  

418.995  

解讀醫病關係. III, 醫療訴訟篇. 上 / 

吳志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9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17-0 (平裝) 

NT$480  

1.醫病關係 2.醫療過失 3.醫事法規  

419.47  

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 / 盧美秀, 周幸

生, 蔣立琦, 周繡玲, 陳淑賢, 陳可欣, 

陳杰峰, 李雅玲, 張瑩如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72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00-5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護理學 2.實證醫學 3.文集  

419.607  

NANDA International 護理診斷 : 定義

與 分 類 . 2021-2023 / NANDA 

International,Inc.原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

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4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

625-2 (平裝)  

1.護理診斷  419.812  

臨床實用內外科護理學技術 / 宛碧

惠, 曾翊瑄, 王麗雲, 羅百真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0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94-623-8 (平裝) NT$150  

1.內外科護理  419.82  

家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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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升科大四技)家政概論與家庭教育

完全攻略 / 謝坤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4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664-2 (平裝)  

1.家政 2.家庭教育  420  

引光築影  : 林靖祐照明設計作品 . 

2014-2021 = Illuminating the beauty of 

shadow / 林靖祐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林靖祐, 11009 .-- 178 面; 23X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74-9 ( 平 裝 ) 

NT$1100  

1.照明 2.燈光設計 3.作品集  422.2  

小家,越住越大 : 高手幫家微整型,客

廳永遠不亂、廚房空間多 30%、小

坪數也有衣帽間,玄關這樣設計,隨你

狂買鞋。 / 逯薇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Easy ; 108) .-- ISBN 978-

626-7041-24-6 (平裝) NT$430  

1.家庭佈置 2.空間設計  422.5  

空間最佳化!家的質感整理 : 第一本

從「生活型態」出發的簡單收納術,

兼顧居住便利與風格質感,打造「可

以住一輩子」的家! / 李智英作 ; 李

潔茹譯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

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09-7 (平裝) 

NT$380  

1.家庭佈置 2.空間設計 3.室內設計  

422.5  

理想生活的減物整理術(全圖解) : 一

張圖看懂「捨 VS.留」!日本收納師

教你用保有舒適感的微斷捨離,把家

變成喜歡的模樣 / 小西紗代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30-511-0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家庭佈置 2.生活指導  422.5  

二十世紀流行男裝 = Men's fashion of 

the 20th century / 莊沈叔儒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

系所, 11010 .-- 14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29-419-8 (平裝) NT$420  

1.男裝 2.服裝 3.歷史  423.09  

服裝版型與立體裁剪的奧秘 = The 

mystery of clothing pattern and three-

dimensional cutting / 盧玉華編輯 .-- 苗

栗縣造橋鄉 : 盧玉華, 11009 .-- 13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37-4 (平

裝) NT$480  

1.服裝設計  423.2  

製衣 / 山本耀司著 ; 彭盈真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72 面; 18 公

分 .-- (Source ; 9) .-- ISBN 978-626-315-

031-7 (平裝) NT$450  

1.服裝設計 2.文集  423.207  

動吃瘦!女神養成提案 : 14 天高效健

身和飲食全攻略,有效燃脂、確實增

肌! / 潘慧如, 張家慧, 楊承樺, 蔡在峰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出版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9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3-9-4 (平裝) 

NT$420  

1.塑身 2.減重 3.健康飲食  425.2  

量身訂作手作服 OK!在家自學縫紉

の基礎教科書 / 伊藤みちよ著 ; 洪鈺

惠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14 面; 26 公

分 .-- (SEWING 縫紉家 ; 21) .-- ISBN 

978-986-302-603-7 (平裝) NT$450  

1.縫紉 2.衣飾 3.手工藝  426.3  

可 愛 袖 珍 的 皮 革 創 作 配 件  = 

Miniature leather craft / 大河渚作 ; 黃

姿頤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96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5-7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皮革 2.手工藝  426.65  

斉藤謠子&Quilt Party : 享玩拼布!職

人們的開心裁縫創作選 / 斉藤謠子, 

Quilt Party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

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04

面; 26 公分 .-- (拼布美學 ; 46) .-- ISBN 

978-986-302-601-3 (平裝) NT$580  

1.拼布藝術 2.手工藝  426.7  

甜心娃娃的拼布手作 / 江晏湄著 .-- 

二版  .-- 臺北市  : 藝風堂出版社 , 

11009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17-6-2 (平裝)  

1.拼布藝術 2.手工藝  426.7  

親手做可愛的拼布玩偶 / 陳春金著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藝風堂出版社, 

11010 .-- 1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17-7-9 (平裝)  

1.玩具 2.手工藝  426.78  

50 款永不凋謝的不織布擬真花 : 手

作花圖鑑 / PieniSieni 著 ; 林麗秀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

(Fun 手作 ; 145) .-- ISBN 978-986-302-

602-0 (平裝) NT$420  

1.裝飾品 2.手工藝  426.9  

中餐烹調素食丙級技能檢定 / 蔡長

志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1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8-379-9 (平

裝) NT$400  

1.烹飪 2.素食食譜 3.考試指南  427  

Every table / 柳川香織著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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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

03-6 (平裝) NT$380  

1.食譜  427.1  

STAUB 鑄鐵鍋減醣餐桌 : 活用中火

加熱+微火悶熟的無水料理特色,煮

出原汁原味、澎派豐富的瘦身大餐! 

/ 大橋由香, 藤原高子著 ; 蔡麗蓉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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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11-0-4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1.食譜 2.烹飪 3.減重  427.1  

「台菜小天王」溫主廚的減醣瘦身

料理 : 68 道讓你越吃越瘦的減醣家

常菜 / 溫國智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

橙實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

23 公分 .-- (Orange taste ; 20) .-- ISBN 

978-986-99846-9-0 (平裝)  

1.減重 2.食譜  427.1  

夜訪 MASA 的深夜飯廳! : 80 道簡單

又令人胃口大開的宵夜料理配方  / 

MASA(山下勝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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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92

面; 23 公分 .-- (廚房 Kitchen ; 123) .-- 

ISBN 978-626-95118-1-5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食譜  427.1  

穿越時空的美味、笑容與愛 : 韓教

授與三個女人的料理 / 韓柏檉著 .-- 

臺北市 : 元識覺健康生活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68-0-3 (平裝) NT$380  

1.烹飪 2.食譜 3.養生  427.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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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省時減醣瘦身湯 : 5 分鐘完成,用燜

燒罐、微波爐就能做!103 道湯便當

&宵夜湯,美味零負擔! / 主婦之友社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麗美人國際

媒體, 11010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486-9-1 (平裝) NT$299  

1.食譜 2.湯 3.減重  427.1  

懷孕月子餐 / 鄭至耀著 .-- 一版 .-- 新

北 市  : 優 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Cooking ; 

8) .-- ISBN 978-986-5481-16-2 (平裝) 

NT$380  

1.食譜  427.1  

西餐料理一把罩  / 周景堯著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三藝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(總鋪師 ; 

3) .-- ISBN 978-986-96685-9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食譜 2.烹飪  427.12  

西餐料理一把罩(精進版) / 周景堯
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三藝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(總

鋪師 ; 3) .-- ISBN 978-626-95136-0-4 

(平裝) NT$350  

1.食譜 2.烹飪  427.12  

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考照

必勝 / 新文京編輯小組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3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0-783-8 ( 平 裝 ) 

NT$365  

1.烹飪 2.食譜 3.考試指南  427.12  

白種元的 50 道獨享料理 : 盡情享受

為自己料理的時光 / 白種元作 ; 陳靖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73-1 (平裝)  

1.食譜 2.韓國  427.132  

ICEBOX 冰 盒 餅 乾  繽 紛 慶 典  / 

MINOTAKE 製菓河村愛子著 ; 何姵

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6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77-0 (平裝) 

NT$30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TART 澎派美味塔輕鬆做 / 張智傑

(Ivan Chang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 面; 

19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53-

6 (平裝)  

1.點心食譜 2.烹飪  427.16  

小家庭烤箱烘焙  / 吳政賢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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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(廚房

Kitchen ; 124) .-- ISBN 978-626-95118-

0-8 (平裝) NT$499  

1.點心食譜 2.烹飪  427.16  

日系超療癒果凍花 : 10 分鐘可完成、

無需專業工具也做得出,輕鬆學會夢

幻的果凍花 = Flower jelly cake / 田邊

美佐紀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0 面; 24

公分 .-- (Cook ; 50215) .-- ISBN 978-

626-7064-00-9 (平裝) NT$399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為家人健康設計的烘焙指南 : 戒斷

動物奶、麩質、精製糖、豆類,給自

體免疫失調、腸道不適、慢性發炎、

維根飲食者的 100+道原創美味甜點

食譜 / 瑞秋.康納斯(Rachel Conners)

著 ; 徐令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

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88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52-4-8 (平裝) NT$55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風靡日本!華麗派塔 : 掌握美味配方,

創新三層口感,43 款超吸睛美味派塔 

/ 森映子著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樹 ; 

92) .-- ISBN 978-986-507-572-9 (平裝) 

NT$33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超萌又好吃造型甜點 / 宋淑娟(Jane)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64-183-4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餅乾 蛋糕 麵包 / 吳金燕著 .-- 新北市 : 

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88 面; 17X1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3-89-0 (平裝) NT$200  

1.點心食譜 2.烹飪  427.16  

歐式麵包的下個世代 : 極致風味的

理論與實務 = The next generation of 

European bread / 武子靖作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質人文化創意事業有限公

司出版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0 .-- 3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001-2-2 (精裝) NT$110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德式麵包聖經  : 科學烘焙全解  = 

Teubner Brot / Teubner 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 市  :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1-315-9 (精裝) NT$98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職人美學.手感馬卡龍 : 首爾秒殺名

店的祕密,一口喚醒感官的香甜療癒 

/ 崔昌喜著 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東 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30-7 (平裝)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職人精選,經典歐式餅乾! : 31 款送禮

自用、團購接單必學手作曲奇食譜! 

/ 下園昌江作 ; 徐瑜芳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45-1 (平裝)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藝術果凍畫花 / 卞柔勻著 .-- 一版 .-- 

新北市  :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(癮食文

化 ; 13) .-- ISBN 978-957-9065-61-0 (平

裝) NT$38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麵包教科書. 2 : 40 種人氣麵包,2500

張步驟圖解,從基本麵糰到進階變化,

保證易學零失敗! / 坂本里香作 ; 胡

家齊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境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6

公分 .-- (Easy cook ; E123) .-- ISBN 

978-986-06369-2-5 (平裝) NT$48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*愛妻省力便當 / 貝蒂做便當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10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

(bon matin ; 137) .-- ISBN 978-986-384-

602-4 (平裝) NT$420  

1.食譜  427.17  

Costco 肉料理好食提案 : 百萬網友都

說讚!100 道最想吃的肉類分裝、保

存、調理包、精選食譜 / Amy, Rachel

著 .-- 修訂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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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自

慢廚房 ; 2AB849X)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44-9 (平裝) NT$420  

1.肉類食譜  427.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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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人氣滷肉 燉肉 / 康鑑文化編輯部

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288 面; 17X1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33-90-6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肉類食譜  427.2  

蔬食常備菜 / 黎慧珠(Jane Lee)作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81-7 (平裝) NT$399  

1.素食食譜  427.31  

簡單吃義大利麵 : 平凡的食材、萬

用基本醬汁,用味蕾感受義式料理的

滋味 / 洪嘉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60

面; 21 公分 .-- (Cook50 ; 214) .-- ISBN 

978-986-06659-8-7 (平裝) NT$320  

1.麵食食譜 2.義大利  427.38  

田口護的精品咖啡大全 = Specialty 

coffee / 田口護作 ; 黃薇嬪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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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68 面; 26

公分 .-- (飲饌風流 ; 40) .-- ISBN 978-

986-459-360-6 (平裝) NT$680  

1.咖啡  427.42  

咖啡教父田口護 烘豆研究所 / 田口

護, 田口康一作 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1-520-7 (平裝) NT$450  

1.咖啡  427.42  

咖啡癮史 : 從衣索匹亞到歐洲,從藥

物、祭品到日常飲品,揭開八百年的

咖啡文明史 / 史都華.李.艾倫(Stewart 

Lee Allen)著 ; 簡瑞宏譯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Next ; 320) .-- ISBN 978-957-13-9515-

9 (平裝) NT$380  

1.咖啡  427.42  

愛上奶昔 / 黃淑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加油讚 ; 1) .-- 

ISBN 978-986-5481-15-5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飲料  427.46  

家常菜祕訣 東問西答 / 康鑑文化編

輯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67-8 (平

裝) NT$430  

1.烹飪  427.8  

(升科大四技)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

完全攻略 / 謝坤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4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665-9 (平裝)  

1.育兒 2.兒童發展 3.嬰兒心理學  

428  

羅比媽的全食物營養副食品 : 結合

中醫理論 X 自然醫學寶寶超愛的 125

道不過敏、不生病、調節超強免疫

力的當令食譜 / 羅比媽(涂蝶)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1-6-5 (平裝) NT$380  

1.育兒 2.小兒營養 3.食譜  428.3  

從玩一個遊戲開始 / 柯佩岑, 林婉婷, 

廖珮岐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禾禾文

化工作室, 11010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

- (Printemps ; 2) .-- ISBN 978-986-

06593-1-3 (平裝) NT$450  
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3.兒童遊戲  

428.8  

家庭藥師實務手冊 / 李依甄, 巫婷婷, 

吳璨宇, 林家宇, 林嘉恩, 洪秀麗, 郭

明錡, 張庭瑄, 連嘉豪, 楊尚恩, 楊淑

晴, 樊雪春, 劉曉澤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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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7-240-1 (平裝) NT$500  

1.家庭醫學 2.藥學 3.手冊  429.026  

金賽性學報告. 女性性行為篇 / 阿爾

弗雷德.金賽作 ; 葉盈如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青春

講義 ; 126) .-- ISBN 978-986-392-395-4 

(平裝) NT$350  

1.性知識  429.1  

金賽性學報告. 男性性行為篇 / 阿爾

弗雷德.金賽作 ; 葉盈如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青春

講義 ; 125) .-- ISBN 978-986-392-396-1 

(平裝)  

1.性知識  429.1  

*預防出生缺陷,孕育健康寶寶 : 妳的

產檢做對了嗎? / 鄭忠政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04 面; 23 公分 .-- (實用生

活 ; 58) .-- ISBN 978-986-99685-5-3 (平

裝) NT$380  

1.懷孕 2.妊娠 3.產前照護  429.12  

月子餐料理 / 梁慧敏著 .-- 新北市 : 人

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288 面; 17X1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3-88-3 (平裝) NT$200  

1.產後照護 2.食療 3.食譜  429.13  

在宅醫療實務 : 跨專業守護居家新

生活 / 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編著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合記圖書出版社 , 

11010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8-431-2 (平裝)  

1.居家照護服務 2.長期照護 3.醫療

服務  429.5  

農業 

配合國土生態綠網發展中部地方特

色農業研討會論文輯 / 沈原民, 白桂

芳, 田雲生, 李紅曦編 .-- 第一版 .-- 彰

化縣大村鄉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

中區農業改良場, 11009 .-- 218 面; 26

公分 .-- (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; 第

144 號) .-- ISBN 978-986-5455-58-3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永續農業 2.有機農業 3.農業生態 

4.文集  430.7  

農作物防減災與生產調適 / 石佩玉, 

吳昭慧, 陳國憲, 陳榮坤, 黃士晃, 張

為斌, 張汶肇, 張元聰, 黃圓滿, 郭明

池, 趙秀淓, 游添榮, 劉依昌, 謝明憲, 

謝禮臣作 .-- 臺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, 11009 .-- 103

面; 29 公分 .-- (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技

術專刊 ; 174) .-- ISBN 978-986-5455-

60-6 (平裝) NT$200  

1.農作物 2.氣象災害 3.農業災害防

制 4.文集  433.107  

土壤 : 在腳底下的科學 / 許正一, 蔡

呈奇, 陳尊賢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267-8 (平裝) NT$380  

1.土壤 2.土壤汙染防制 3.土壤保育  

434.22  

水土保持工程 / 黃宏斌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5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13-5 (平裝) NT$650  

1.水土保持  434.27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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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相關法規彙編 / 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編 .-- 第 10 版 .-

- 南投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

持局, 11010 .-- 5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56-9 (精裝) NT$250  

1.水土保持 2.法規  434.273023  

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年報. 

民國 109 年 / 陳乃華, 李思慧, 劉明宗, 

郭宏遠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, 

11009 .-- 151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5-55-2 (平裝) NT$250  

1.植物育種 2.植物繁殖  434.28  

植 物 品 種 權 年 鑑 . 109 年  = The 

yearbook for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

varieties in 2020 / 安志豪, 劉明宗, 陳

哲仁, 鍾文全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[臺中

市]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

殖場 ; [南投市]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農糧署 ; [臺中市] : 社團法人中華種

苗學會, 11009 .-- 205 面; 30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55-63-7 (平

裝) NT$500  

1.植物育種 2.品種 3.植物圖鑑  

434.287058  

台灣花菓盆栽展. 2020 / 王振家總編

輯 .-- 臺南市 : 大臺南花菓盆栽協會, 

11009 .-- 232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619-1-4 (精裝)  

1.盆栽  435.11  

辣椒的世界 : 認識世界各地的辣椒

種類與料理異趣 / 松島憲一著 ; 黃怡

筠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

(知的! ; 192) .-- ISBN 978-626-320-003-

6 (平裝) NT$420  

1.辣椒 2.品種 3.飲食風俗  435.27  

臺丹麥農業淨零視訊國際研討會論

文 集 . 2021 年  = 2021 Taiwan and 

Denmark Bilateral Net Zero Agriculture 

International Webinar Proceedings / 黃

育徵等作 ; 林正斌, 張以恆, 田憓萍主

編 .-- 臺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

產試驗所, 11010 .-- 57 面; 30 公分 .-- 

部分內容為英文  .-- ISBN 978-986-

5455-65-1 (平裝) NT$200  

1.畜產 2.永續農業 3.文集  437.107  

犬貓胃腸道學 / Edward J. Hall, David 

A. Williams, Aarti Kathrani 原編著 ; 羅

億禎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狗腳印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6 面; 29 公

分 .-- (BSAVA 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

626-95207-0-1 (平裝)  

1.獸醫學 2.胃腸疾病 3.犬 4.貓  

437.2  

犬貓心臟門診手冊 = Clinical manual 

of canine and feline cardiovascular 

medicine / 黃兆羣, 姚勝隆, 邱瀚樞, 張

益福, 邱顯傑, 何佳琪聯合編著 ; 蔡志

鴻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海洋

生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5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58-1-2 (平

裝)  

1.獸醫學 2.犬 3.貓  437.25  

狗狗吃飯,吃飯好好! : 享受 70 道陪伴

狗狗的幸福鮮食  / 劉彤渲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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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9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廚房

Kitchen ; 120) .-- ISBN 978-986-06658-

9-5 (平裝) NT$399  

1.犬 2.寵物飼養 3.食譜  437.354  

貓格心理測驗 : 解密喵星人在想什

麼? / 艾麗森.戴維斯(Alison Davies)文 ; 

愛麗莎.列維(Alissa Levy)插圖 ; 朱姿

瑜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柏樂出版

有限公司出版 :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樂知 ; 12) .-- ISBN 978-986-

06613-3-0 (平裝) NT$280  

1.貓 2.寵物飼養 3.動物行為  

437.364  

雪貂的飼養法 / 大野瑞繪著 ; 彭春美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

- (動物星球 ; 21) .-- ISBN 978-957-686-

814-6 (平裝) NT$350  

1.鼬鼠科 2.寵物飼養  437.394  

養蝦,你會不會忘了什麼? / 郭宛靜, 

林翰佑, 林翰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養魚世界雜誌社, 11010 .-- 14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7654-9-7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水產養殖 2.蝦  438.662  

以海為田 : 金門石蚵史話 / 林金榮著.

攝影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

縣文化局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8-28-6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牡蠣 2.水產養殖 3.產業發展 4.福

建省金門縣  438.663  

水草造景的生物美學 = Aquarium fish 

& water plants layout / Aqua Net 編著 ; 

Aqua Net, Pisces, 周旭明攝影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展新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出版 : 翊鑫開發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09 .-- 3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7167-6-5 ( 精 裝 ) 

NT$380  

1.養魚 2.水生植物 3.生態造景  

438.667  

袋子麵包 : 免烤箱、不沾手、不用

揉麵團,搖一搖就能做出美味麵包的

懶人烘焙法 / 梶晶子著 ; 賴芯葳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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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

243-9 (平裝)  
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 439.21  

工程 

工業工程與管理 / 鄭榮郎編著 .-- 七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02-8 (平裝) NT$540  

1.工業工程 2.工業管理  440  

工程數學. 下 : 使用 Mathematica / 葉

倍宏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崑山科

技大學電子工程系, 11009 .-- 401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0-3-7 (平

裝) NT$420  

1.工程數學  440.11  

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. 3, 線性代

數 / 林振義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1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232-6 (平裝) NT$310  

1.工程數學  440.11  

(國民營事業)工程力學(含應用力學、

材料力學) / 祝裕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6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661-1 (平裝)  

1.工程力學  440.13  

基 礎 工 程 力 學  = Basic engineering 

mechanics / 孫德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弘揚圖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40 面 ; 27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457-5-0 (下冊:平裝)  

1.工程力學  440.1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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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階深開挖工程分析與設計 / 歐章

煜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科技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55-563-3 (精裝) 

NT$650  

1.開挖工程  441.13  

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年報. 109 年度 / 

劉庭宇, 江瑞平, 謝宗興, 林俊賢執行

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

築研究所, 11009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6-22-1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 441.3061  

*澎湖縣縣定古蹟西嶼彈藥本庫修復

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. 第二期 / 

楊仁江主持 .-- 第一版 .-- 澎湖縣馬公

市 :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- 5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7-74-

0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00  

1.公共建築 2.古蹟修護 3.澎湖縣  

441.41  

風華樂齡 : 合勤共生宅年鑑. 第三輯 

/ 真識知識內容機構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3819-9-4 (精裝) NT$780  

1.房屋建築 2.安養機構 3.高齡化社

會  441.434  

建築技術規則暨解釋函令 : 附危老、

建築法、水保法及都更相關解釋函

令 / 陳志隆, 孟繁宏編 .-- 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茂榮書局, 11009 .-- 1045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33-74-1 (平裝) 

NT$1200  

1.營建法規 2.建築物構造  441.51  

建築法規彙編 / 周世璋, 吳玫芳主

編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茂榮書局 , 

11009 .-- 7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733-75-8 (平裝) NT$600  

1.營建法規  441.51  

最新建築技術規則(附補充規定圖例

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) / 詹

氏書局編輯部編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

市 : 詹氏書局, 11010 .-- 45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05-626-9 (平裝) 

NT$200  

1.營建法規 2.建築物構造  441.51  

綠.建築.人 : 健康與綠建築五大標章

好 文 與 案 例 精 選  = Green building 

certification systems / 呂慧穎, 劉淑瑛

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灣建築報導雜

誌社, 11009 .-- 4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17-2-5 (精裝) NT$1500  

1.綠建築 2.建築節能 3.個案研究 4.

作品集  441.52  

乙級建築物室內設計/室內裝修工程

管理 學科公告題庫 逐題解析彙編 / 

晨興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晨興設

計文創工作室, 11010 .-- 3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82-3-9 (平裝)  

1.建築工程 2.工程圖學  441.521  

材料試驗搶分秘笈 / 孫德昌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弘揚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40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57-3-6 (平裝) NT$500  

1.建築材料 2.實驗  441.53034  

蝸牛住宅與斑馬公寓 : 臺灣防災健

康宅的幸福提案  / 劉志鵬著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雅緻住宅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

(劉建築師的綠好宅 ; 4) .-- ISBN 978-

986-92482-2-8 (平裝) NT$400  

1.綠建築 2.建築節能 3.健康  

441.577  

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修復工程工

作報告書 / 陳啟仁計畫主持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0 .-- 10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5-53-7 (平裝) NT$1600  

1.房屋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
護 4.高雄市新興區  441.59  

移動式醫護空間之設備系統雛形開

發  = Prototype development of 

equipment system in mobile medical 

space / 潘振宇主編 .-- 臺南市 : 潘振

宇, 11010 .-- 2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338-1 (精裝)  

1.建築物設備 2.健康照護設施  

441.6  

交通技術標準規範鐵路類鐵路工程

部 : 鐵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/ 交通部

編審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 , 

11009 .-- 20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1-340-1 (平裝) NT$320  

1.鐵路工程 2.鐵路橋梁 3.技術規範  

442.41  

船舶保全職責 / 謝忠良, 方信雄, 陳安

國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

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7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78-4 (平

裝)  

1.航海安全設備 2.運輸安全  444.68  

空調設備 / 蕭明哲, 沈志秋編著 .-- 四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84-7 (平裝)  

1.空調設備 2.空調工程  446.73  

鑽模與夾具 / 盧聯發, 蘇泰榮編著 .-- 

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7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88-5 (平裝) NT$580  

1.鑽模與夾具  446.89  

車車大集合 : 叭!工程車來了! / 強尼.

戴蘭德(Johnny Dyrander)作 ; 王鈺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 面; 23 公

分 .-- (童心園 ; 197)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78-1 (精裝) NT$320  

1.車輛 2.通俗作品  447  

車車大集合 : 叭!汽車來了! / 強尼.戴

蘭德(Johnny Dyrander)作 ; 王鈺婷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 面; 23 公分 .-- 

(童心園 ; 196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577-4 (精裝) NT$320  

1.車輛 2.通俗作品  447  

圖解汽車原理與構造 : 快速入門 / 周

曉飛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40-2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汽車工程  447.1  

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 .-- 第四十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文全出版社, 11011 .-- 

192 面 ; 19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124-2-6 (平裝)  

1.汽車駕駛 2.駕駛訓練  447.17  

酷炫的工作車 / 古寄純嗣作.繪 ; 李慧

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
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7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38-0 (精裝) 

NT$320  

1.車輛 2.繪本  447.18  

*福爾摩沙飛向太空 : 台灣太空科技

發展的軌跡 / 王季蘭採訪撰述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 新竹市 : 財團法

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發

行, 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(科學

文化 ; 210) .-- ISBN 978-986-525-304-2 

(平裝) NT$800  

1.太空科學 2.人造衛星 3.歷史 4.臺

灣  447.96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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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工機械 = Electrical machines / 黃琮

聖, 林進豐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弘揚圖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40 面; 
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7-6-7 (下

冊:平裝)  

1.電機工程  448  

電機學 / 楊善國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885-4 (平裝) NT$320  

1.電機工程 2.發電機  448  

高壓電維修實務工程. 測試篇 / 簡詔

群, 呂文生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4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10-

3 (平裝) NT$470  

1.高壓電 2.電力配送  448.333  

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

理與分析 / 蔡俊良編著 .-- 十三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07-3 (平裝) NT$340  

1.電子工程  448.6  

第 五 代 行 動 通 訊 系 統 3GPP New 

Radio(NR) : 原理與實務 / 李大嵩, 李

明峻, 詹士慶, 吳昭沁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40-0 (平裝)  

1.無線電通訊  448.82  

新一代 5G 行動網路最佳化進階實戰 

/ 張軍民, 金超, 蔣伯章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6-43-0 (平裝) NT$780  

1.無線電通訊 2.通訊網路 3.無線網

路  448.82  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 

色彩手帳 : 給都市設計師、生活美

學家的 100 個色彩秘訣 / 加藤幸枝著 ; 

朱顯正, 賴庭筠, 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驗室, 11010 .-- 

240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531-7-5 (平裝) NT$420  

1.都市美化 2.生活美學 3.色彩學 4.

日本  445.1  

臺灣環境工程教育發展史 / 張祖恩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出版社出

版 :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

發行, 11009 .-- 164 面; 26 公分 .-- (臺

灣工程教育史. 14. 第拾肆篇) .-- ISBN 

978-986-5635-55-8 (精裝) NT$560  

1.環境工程 2.教育史 3.臺灣  445.9  

*我的名字是寶特 / 鄧智惠文 ; 廖慧

麗圖 .-- 澎湖縣湖西鄉 : 澎湖縣政府

環境保護局, 11009 .-- 24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427-

70-2 (精裝) NT$300  

1.廢棄物 2.海洋汙染 3.廢棄物處理 

4.繪本  445.97  

動物大車拼 / 陳辰文 ; 張振松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12 .-- 48

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57-598-927-9 (精裝) NT$300  

1.環境保護 2.廢棄物利用 3.通俗作

品  445.99  

*環境保護法律 /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法規委員會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, 11009 .-- 43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8-60-9 (精

裝)  

1.環境保護 2.法規  445.99  

礦冶 

黑暗的世界 : 猴硐礦工回憶錄 = Way 

back to memoirs of Houtong coal miners 

/ 周朝南, 李依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周朝南, 11010 .-- 12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43-5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礦工 2.回憶錄 3.新北市瑞芳區  

451.6  

應用化學；化工 

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 / 李錦楓, 李

明清, 張哲朗, 顏文義, 林志芳, 謝壽

山, 陳忠義, 鄭建益, 施泰嶽, 林慧美, 

顏文俊, 蔡育仁, 林連峯, 黃種華, 徐

能振, 吳澄武, 吳伯穗, 邵隆志, 尤俊

森作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21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食品加工  463.12  

明朝酒文化 / 王春瑜作 .-- 二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東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X15 公分 .-- (歷史

聚焦) .-- ISBN 978-957-19-3281-1 (平

裝)  

1.酒 2.明代  463.8  

阿爾薩斯最佳酒莊與葡萄酒購買指

南 = Les meilleurs domaines d'Alsace / 

劉永智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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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6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9-359-0 (平裝) NT$880  

1.葡萄酒  463.814  

調香 : 第一堂精油香氛課,打造 10 秒

讓人印象深刻的氣味魅力學 / 毛彥

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

版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0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9-43-2 (平裝) NT$450  

1.香水 2.香精油  466.71  

射出成形之石膏模具開發研究 / 林

忠志, 陳坤成, 葉鴻志, 李國豪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87-8 (平裝)  

1.塑膠加工 2.模具  467.4  

製造 

*Spring Cloud 極致精巧的微服務架

構開發技術 / 霍永超著 .-- 三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佳 魁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9-807-1 (平裝) NT$620  

1.微處理機  471.516  

物聯網實戰. ESP32 篇, 使用樹莓派

/NodeMCU-

32S/Python/MicroPython/Node-RED 打

造安全監控系統  / 林聖泉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894-7 (平裝) NT$600  
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語言  471.516  

輕課程 Arduino 智慧生活基礎應用 : 

使用圖控化 motoBlockly 程式語言 / 

慧手科技, 徐瑞茂, 林聖修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344-0 (平裝)  
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語言  471.516  

完全以實驗講解顯微鏡和望遠鏡 = 

Understanding a microscope and 

telescope through experiment / 周鑑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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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海峽前鋒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2-1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顯微鏡 2.望遠鏡  471.73  

臺中市纖維創作獎專輯. 第四屆 = 4th 

Fiber Creation Award album / 陳佳君總

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

物館, 11009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28-8 (平裝) NT$300  

1.纖維工業 2.作品集  478.16  

商業；各種營業 

商業服務業年鑑. 2021-2022 : 疫情新

常態下的臺灣商業服務業發展 / 經

濟部商業司,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

院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

23 公分 .-- (Big ; 341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513-5 (平裝) NT$699  

1.商業 2.服務業 3.年鑑  480.58  

共郁 = GONG YU / 戴秀真, 蔡好採訪 ; 

郭璐茜編輯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島

座放送出版 ; 基隆市 : 基隆放送發行, 

11009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572-5-3 (平裝) NT$200  

1.餐飲業 2.基隆市  483.8  

款待入心 : 橘色涮涮屋的貴客服務

學 / 方沛晶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財經企

管 ; 746) .-- ISBN 978-986-525-307-3 

(平裝) NT$480  

1.橘色涮涮屋 2.餐飲業管理 3.顧客

服務 4.商業管理  483.8  

團 體 膳 食 管 理  = Quantity food 

management / 吳淑靜, 郭家伶, 劉明宜
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194-624-5 (平裝)  

1.餐飲業管理  483.8  

*餐飲人力資源管理. 民宿篇 / 陳永賓
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餐旅

大學, 11009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76-3-1 (平裝) NT$230  

1.餐飲業管理 2.人力資源管理  

483.8  

東方之盾 : 地緣政治與科技產業的

前沿 = Orient shield and resilience of 

Asian ICT supply chain / 黃欽勇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椽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275-0-5 (平裝) NT$380  

1.科技業 2.半導體工業 3.地緣政治 

4.美中臺關係  484  

亞洲主要國家 5G 發展現況分析 / 鍾

曉君, 甘岱右, 鄭凱中, MIC 研究團隊, 

RIC, 富士 Chimera 總研作 .-- 臺北市 : 

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

研究所, 11009 .-- 11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81-841-8 ( 平 裝 ) 

NT$10000  

1.無線電通訊業 2.技術發展 3.產業

發展 4.亞洲  484.6  

虛擬實境應用發展動向與產品、市

場 分 析  / 林 巧 珍 , 吳 柏 羲 , 富 士

Chimera總研, NIKKEI ELECTRONICS

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

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009 .-- 16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38-8 (平

裝) NT$14000  

1.虛擬實境 2.數位產品 3.市場分析 

4.產業發展  484.6  

鉸線頭 : 製襪者與町人群像 / 翟子震

作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

局, 11010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磺溪

文學. 第 29 輯, 彰化縣作家作品集) .-

- ISBN 978-986-5473-18-1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紡織業 2.報導文學 3.彰化縣社頭

鄉  488  

智慧服務首部曲 : 從探索餐旅體驗

開始 / 許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219-7 (平裝) NT$380  

1.人工智慧 2.顧客服務 3.餐旅業  

489.2  

寵物生命禮儀 / 林元鴻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Life Care ; 18) .-- 

ISBN 978-626-320-000-5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殯葬業 2.寵物飼養  489.66  

商學 

區塊鏈完全攻略指南 : 區塊鏈是什

麼?會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和生活? / 

大衛.史瑞爾(David L. Shrier)著 ; 鍾玉

玨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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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知識叢書 ; 1106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73-2 (平裝) NT$420  

1.電子商務 2.電子貨幣 3.產業發展  

490.29  

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

機 / 林玉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

藝創意, 11009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536-6-8 (平裝)  
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 490.99  

創業名人堂 = Entrepreneurship hall of 

fame / 灣闊文化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台洋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5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6-0-

9 (平裝) NT$550  
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 490.99  

商用數學之創新教學技術報告 / 紀

登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3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2-9-9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商業數學 2.高等教育 3.教學設計  

493.1  

會計學 = Accounting / 馬君梅, 詹乾隆, 

柯瓊鳳, 吳燕瑛, 陳專塗, 廖素娟, 謝

永明, 楊惠雅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 新

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66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2-2-0 (平

裝) NT$620  

1.會計學  495.1  

實用會計學概要 = Accounting / 馬君

梅, 詹乾隆, 柯瓊鳳, 吳燕瑛, 陳專塗, 

廖素娟, 謝永明, 楊惠雅著 .-- 6 版 .-- 

臺北市  :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4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72-3-7 (平裝) NT$530  

1.會計學  495.1  

會計學習題解答 / 杜榮瑞, 薛富井, 蔡

彥卿, 林修葳著 .-- 8 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

80-3 (平裝)  

1.會計學 2.問題集  495.1022  

財務報表分析 / 王元章, 張眾卓, 黃莉

盈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2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2-8-2 (平裝) 

NT$620  

1.財務報表 2.財務分析  495.47  

財 務 報 表 分 析  : 觀 念 與 型 例  = 

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: concepts 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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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terns / 武志亮, 高渭川著 .-- 四版 .-

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272-7-5 (平裝) NT$480  

1.財務報表 2.財務分析  495.47  

品牌行銷與管理  = Brand marketing 

and management / 彭建彰, 呂旺坤著 .-

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44-8-4 (平裝)  

1.品牌行銷 2.行銷學  496  

常客行銷 : 消費者為何再次購買?銷

售 如 何 持 續 不 斷 ? / 諾 亞 . 弗 雷 明

(Noah Fleming)著 ; 吳靜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04-9 (平裝) 

NT$450  

1.行銷學 2.顧客關係管理 3.顧客服

務  496  

集客瘋潮!Facebook+Line 超強雙效社

群行銷術 / 榮欽科技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 市  :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910-4 (平裝) NT$520  

1.網路行銷 2.網路社群  496  

圖解行銷學 / 戴國良著 .-- 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09-8 (平裝) NT$420  

1.行銷學  496  

使用數據的技術 : 韓國星巴克第一

數據科學家用 10 步驟化為實用的行

銷策略,讓業績成長狂翻倍 / 車賢那

著 ; 郭佳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

金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4-1-1 (平裝) 

NT$340  
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者研究 3.資料

探勘  496.34  

消費者行為 / 汪志堅編著 .-- 七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53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09-7 (平裝) NT$580  
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心理學  496.34  

642 組織行銷倍增學 / 王晴天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71-920-6 (平裝) NT$199  

1.銷售 2.職場成功法  496.5  

保證成交的操控術 / 王晴天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71-922-0 (平裝) NT$380  

1.銷售 2.銷售員 3.職場成功法  

496.5  

從人文學中尋找艾多美成功的秘密 / 

李聖淵著 ; 林婉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台灣電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311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20-0-3 (平裝)  

1.直銷 2.企業管理 3.職場成功法  

496.5  

擊退奧客的神級 SOP 應對絕技 : 30

年、600 家公司風險管理諮商專家親

授! / 東弘樹著 ; 鍾嘉惠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50-5 (平裝)  

1.顧客關係管理 2.顧客服務  496.7  

亞 洲 創 意 獎 結 案 報 告 . 2021 年  = 

Spikes Asia : festival of creativity 2021 / 

賴治怡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魚廣

告網工作室, LIONS 獅子創意節家族

台灣官方代表辦公室, 11010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881-6-6 (平

裝) NT$1380  

1.廣告作品  497.9  

企業管理 

PM 職涯發展成功手冊 : 卓越 PM 的

技能、框架與實踐法 / Jackie Bavaro, 

Gayle Laakmann McDowell 著 ; 賴屹民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2-977-7 (平裝)  

1.專案管理  494  

以家族之名 : 家族與企業的永續之

道 / 陳振乾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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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KPMG 系

列) .-- ISBN 978-986-96797-6-3 (平裝) 

NT$420  

1.家族企業 2.企業經營 3.永續發展  

494  

洛克菲勒家族傳  / 王健平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

(成功講座 ; 376) .-- ISBN 978-986-392-

394-7 (平裝) NT$350  

1.洛克菲勒家族 2.家族企業 3.家族

史  494  

跟麥當勞學管理 : 奧卡姆剃刀定律 / 

楊知行主編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

拉格文創社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1-11-8 (平裝)  

1.管理科學 2.企業管理  494  

簡單讀懂 25 本管理學經典 : 彼得.杜

拉克 X 史賓賽.強森 X 諾斯古德.帕金

森 X 查爾斯.漢迪 / 徐博年, 李偉著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46 面; 23 公分 .-- 

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859-9 (平

裝) NT$330  

1.管理科學  494  

沒有 Email 的世界 : 過度溝通時代的

深 度 工 作 法  / 卡 爾 . 紐 波 特 (Cal 

Newport)著 ; 蕭美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 

372) .-- ISBN 978-957-13-9447-3 (平裝) 

NT$420  

1.商務傳播 2.電子郵件 3.工作效率  

494.01  

七種市場力量 : 事業策略的基石 / 漢

米爾頓.海爾默(Hamilton Helmer)著 ; 

李芳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商 業 周 刊 , 

11011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9-81-0 (平裝) NT$420  

1.商業管理 2.企業策略 3.策略管理  

494.1  

打造最強企業圈粉力 : 使用者導向 x

同理心設計 x 創造新價值 / 金子剛, 

並木光太郎著 ; 王美娟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51-2 (平裝)  

1.企業經營  494.1  

年度計畫一學就會 : 亞洲經營管理

大師 40 年實證精華 / 陳宗賢主講 ; 

吳青娥整理 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聯

聖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304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8728-4-4 (平裝)  

1.企業管理  494.1  

青春正好 未來職人 : 化理想為行動.

臺中創業築夢去 / 劉彩虹, 謝峻岦, 呂

政霖執行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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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勞工局, 11009 .-- 115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1-25-7 (平裝)  

1.創業 2.青年 3.臺中市  494.1  

活用於職場上的哲學思考 / 吉田幸

司著 ; 韓宛庭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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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ideaman ; 

133) .-- ISBN 978-626-318-018-5 (平裝) 

NT$390  

1.企業管理 2.創造性思考  494.1  

商界菁英搶著上的六堂藝術課 : 30

幅畫 X6 大關鍵字 X6 大習作,扭轉框

架限制,建立觀點,快速判斷,精準決

策 / 末永幸步作 ; 歐兆苓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Trend ; 

70) .-- ISBN 978-957-658-668-2 (平裝) 

NT$420  

1.商業管理 2.創造性思考 3.藝術  

494.1  

策略思考 : 一種稀有但強大的心智

工 作 模 式  / 葛 雷 格 . 吉 森 斯 (Greg 

Githens)著 ; 田詠綸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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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56 面; 

22 公 分  .-- (in Action! 使 用 的 書  ; 

HA0102) .-- ISBN 978-957-9689-66-3 

(平裝) NT$350  

1.策略管理 2.思考  494.1  

策略管理 : 競爭優勢與經營發展 = 

Strategic management / 陳忠仁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35-0-5 (平裝)  

1.策略管理 2.企業管理  494.1  

創新大未來 : 破壞性思考+逆向型創

意,在亂世中贏得先機 / 傑洛米.迦奇

(Jeremy Gutsche)著 ; 楊芩雯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

(視野 ; 87) .-- ISBN 978-986-0795-65-3 

(平裝) NT$480  

1.商業管理 2.創意  494.1  

創新的理由 / 武石彰, 青島矢一, 輕部

大著 ; 陳文棠, 劉中儀, 劉佳麗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7-245-6 ( 精 裝 ) 

NT$480  

1.企業經營 2.產品設計 3.創意 4.個

案研究  494.1  

創新與創業管理 / 林永禎, 賴文正, 劉

基欽, 林秀蓁, 王蓓茹, 高垂琮, 葉樹

正, 王勇懿, 郭芝辰, 杜建緯, 李雅筑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4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93-0 (平裝) 

NT$520  

1.創業 2.企業管理  494.1  

*親愛的股東 : 巴菲特、貝佐斯與 20

位高績效執行長的經營智慧 / 勞倫

斯 .康寧漢(Lawrence A. Cunningham)

著 ; 陳重亨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財經企

管  ; BCB744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306-6 (平裝)  

1.商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3.股票投資  

494.1  

不懂年輕人 ,你怎麼帶團隊  / 戴愫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89-648-8 (平裝) NT$380  

1.企業領導 2.組織管理  494.2  

當責 / 張文隆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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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2-98-7 (精裝) NT$500  

1.組織管理 2.企業領導  494.2  

溫暖管理課 : 200 張實戰圖解教你,如

何輕鬆帶出 1+1>2 的團隊? / 任康磊

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Smart ; 

112) .-- ISBN 978-986-5564-50-6 (平裝) 

NT$320  

1.企業管理 2.組織管理 3.領導  

494.2  

認同感指導術 : 讓部屬自動自發、

無痛帶人! / 田邊晃著 ; 張翡臻譯 .-- 

臺北市 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(輕商管) .-

- ISBN 978-957-658-655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企業領導 2.組織管理  494.2  

精準表達、完美場控的誘導說服術 / 

樺旦純著 ; 羊恩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格致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

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93-3-5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商務傳播 2.說服 3.人際關係  

494.2  

領導,轉型!別當整天瞎忙的主管 : 揮

別老掉牙的 NG 管理方法,用全新思

維掌握企業未來! / 藍迪, 王麗榮著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

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857-5 (平

裝) NT$370  

1.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理  

494.2  

領導就是這麼神 : 變局中贏的方程

式. 領導篇 = Outstanding leadership is 

just phenomenal / 陳俊英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灣冠冕真道理

財協會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629-1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理  

494.2  

鯨游藍海 : 鈦坦科技的敏捷之路 = A 

roaming whale's tale : Titaner's quest to 

the wawy of agile / 翻滾海貍工作室編

輯群, 新加坡商鈦坦科技撰文 .-- 臺

北市 : 翻滾海貍工作室出版 : 新加坡

商鈦坦科技發行, 11010 .-- 46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14-6-3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企業再造 2.組織變遷  494.2  

*金融 AI 智能稽核 : 保費挪用舞弊查

核實例演練 / 黃秀鳳作 .--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959-3-4 (平裝附數位影音

光碟)  

1.稽核 2.管理資訊系統 3.人工智慧  

494.28  

績效管理 從今天開始高績效 : 多種

產業 X 豐富實例 X 大量圖表 X 實戰

經驗 / 胡勁松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90
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858-2 (平裝) NT$520  

1.績效管理 2.人事管理  494.3  

Deep Work 深度工作力 : 淺薄時代,個

人成功的關鍵能力 / 卡爾.紐波特(Cal 

Newport)著 ; 吳國卿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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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

生 顧 問  ; 420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472-5 (平裝) NT$38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不敗的智慧 : 孫子兵法讓你當個好

人也不會輸! / 長尾一洋著 ; 黃瑋瑋

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

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010 .-- 27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5-02-2 (平裝) 

NT$350  

1.孫子兵法 2.研究考訂 3.職場成功

法 4.企業管理  494.35  

扛起來,就是你的! : 有擔當才有機會!

提升職場力的不敗工作術  / 維琪

(Vicky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
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7) .-- ISBN 

978-986-175-639-4 (平裝) NT$32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全職媽媽的零工經濟 : 平衡夢想與

母職的斜槓生活學 / 宋憶萍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1-51-1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就業 3.生涯規劃 4.

女性  494.35  

沒你強的人,為何混得比你好? / 毅冰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職場方

舟 ; 20) .-- ISBN 978-626-95006-2-8 (平

裝) NT$36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494.35  

困境、絕望、逆襲、重生 : 既然崖

邊已經沒有退路,不如放手一搏義無

反顧 / 莫宸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4
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877-3 (平裝) NT$375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知識失業 : 萬金油型、書呆子型、

高專業化型,你是哪一型? / 康昱生, 

柳術軍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62 面; 
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53-7 (平裝) NT$37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涯規劃  494.35  

狼道人生定律 : Wolf's law of life / 汪

峻主編 .-- 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

文創社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1-12-5 (平裝)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被利用的價值 : 互利人脈關係學,打

造最穩固商業友誼 / 劉惠丞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28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6-86-0 (平裝) NT$375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494.35  

蓋茲思維 : 成為微軟員工必備的思

考 / 黃家銘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879-7 (平裝) NT$35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職業講師的百萬商業秘訣 / 孫治華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9-50-0 (平裝) NT$46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演說  494.35  

聽比說更重要 : 比「說」更有力量

的高效溝通法 / 赤羽雄二著 ; 周若珍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27-9 (平裝) 

NT$32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傳播 3.傾聽  

494.35  

從零開始學習!會議思路導引的超級

技巧 = Facilitation super technique / 園

部浩司作 ; 張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書泉出版社, 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33-1 (平裝) 

NT$320  

1.會議管理  494.4  

韓國企劃女神 CCC 思考整理術 : 9 張

圖教你快速抓住重點、高效溝通,再

也不離題 / 朴信榮著 ; Lindsay 繪 ; 

Lou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

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4-2-8 (平裝) NT$340  

1.圖表 2.思維方法 3.文書處理  

494.45  

精實改善 108 招 / 石清城著 .-- 臺北

市 :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, 11010 .-

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(精實管理系列 ; 

26) .-- ISBN 978-986-99205-6-8 (中冊:

平裝) NT$350  

1.豐田汽車公司(Toyota Motor 

Corporation) 2.生產管理 3.企業管理  

494.5  

社會科學類 

總論 

質 性 研 究  : 設 計 與 計 畫 撰 寫  / 

Catherine Marshall, Gretchen B. 

Rossman 著 ; 李政賢譯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4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195-4 (平裝) NT$600  

1.社會科學 2.質性研究 3.研究方法  

501.2  

質性研究方法學之理念與實踐 : 從

技職體系研究生之視角 / 張宏政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12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96-892-3 (平裝) NT$250  

1.質性研究 2.研究方法  501.2  

質性研究法進階探索 : 換一副透鏡

看世界 / 張芬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201-2 (平裝) NT$380  

1.社會科學 2.質性研究 3.研究方法  

501.2  

思維誤判 : 好球為何判壞球?冠軍總

教練真的就是好教練?棒球比賽中我

們沒察覺的行為心理學 / 基斯.洛爾

(Keith Law)著 ; 李秉昇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堡壘文化, 11010 .-- 384 面; 21 公

分 .-- (入魂 ; 11) .-- ISBN 978-986-

06935-7-7 (平裝) NT$480  

1.行為科學 2.決策管理 3.職業棒球 

4.美國  501.9  

統計 

統計就是這麼輕鬆 R : AI 幫你寫好

資料分析 / 黃芳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33-3 (平裝) NT$650  

1.統計套裝軟體 2.統計分析  512.4  

金門縣統計年報. 第 67 期. 中華民國

109 年  = Kinmen County statistica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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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earbook 2020 /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

輯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政府, 

11009 .-- 5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31-6 (平裝) NT$600  

1.政府統計 2.福建省金門縣  

514.231/205  

嘉義縣統計手冊. 第 44 期. 中華民國

109 年 = Statistical manual of Chiayi 

County 2020 /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編 .-

- 嘉 義 縣 太 保 市  : 嘉 義 縣 政 府 , 

11010 .-- 14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4-92-3 (平裝)  

1.政府統計 2.嘉義縣  514.33/125  

嘉義縣統計年報. 第 71 期. 中華民國

109 年 =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ayi 

County 2020 /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編 .-

- 嘉 義 縣 太 保 市  : 嘉 義 縣 政 府 , 

11010 .-- 563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4-90-9 (平裝)  

1.政府統計 2.嘉義縣  514.33/125  

教育 

(教甄教檢)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/ 

艾育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7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662-8 (平裝)  

1.教育  520  

未來教育.教育未來 / 蔡金田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11-230-9 (平裝) NT$320  

1.未來教育  520  

陳淑女教育講談集 / 陳淑女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獻璜文教基

金會, 11010 .-- 29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60-0-1 (平裝) NT$300  

1.陳淑女 2.學術思想 3.教育哲學  

520.11  

*不適任 : 兒童不應因走入校園而失

去人權 / 人本教育基金會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

教基金會, 11009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826-5-6 ( 平 裝 ) 

NT$220  

1.臺灣教育 2.人權 3.兒童  520.933  

印「相」中的讀冊年代 : 日治時期

臺灣教育寫真簿冊特色與文化意義 / 

吳宇凡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

灣圖書館, 11010 .-- 116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04-3 (精裝) 

NT$600  

1.教育史 2.臺灣史 3.日據時期 4.相

片檔案  520.933  

實驗教育作業手冊 / 徐永康, 李嘉年

編輯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

治大學教育部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, 

11010 .-- 19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08-8-3 (平裝)  

1.臺灣教育  520.933  

耐心教細心學,日本記憶大賽冠軍教

你打造成功孩子的記憶力 / 池田義

博著 ; 劉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14-

2 (平裝)  

1.記憶 2.學習方法  521.1  

高效學習者都在用的科學思維 : 從

笛卡爾、達爾文、愛因斯坦等 18 位

科學家,培養屬於天才的思考 / 姚建

明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
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855-1 (平裝) NT$299  

1.學習方法 2.思維方法 3.科學家  

521.1  

培育你的素養力! : 臺大、哈佛畢業

生拆解新課綱,打造最適合你的讀書

攻略 / 曾文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Learn)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85-5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學習方法 2.讀書法 3.筆記法  

521.1  

「千德爾:彩虹小隊的宇宙冒險」情

感教育 12 堂課教學手冊 / 社團法人

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作 .-- 初版 .-- 

[臺北市] : 社團法人臺灣性別平等教

育協會, 11009 .-- 11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88987-3-8 (平裝)  

1.情意教育 2.性別平等  521.18  

概念為本的探究實作 : 促進理解與

遷移的策略寶庫  / 卡拉 .馬修(Carla 

Marschall), 瑞秋.法蘭奇(Rachel French)

著 ; 劉恆昌, 李壹明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(課程教學

系列 ; 41338) .-- ISBN 978-986-0744-

32-3 (平裝) NT$450  

1.教學研究 2.教學設計 3.教學法  

521.4  

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. 2021 : 

新 世代的 教學 實踐典 範論 文集  = 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

Education, Innovation Teaching and 

Demonstration 2021 / 陳尚盈等作 .-- 初

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國立雲林科技

大學教學卓越中心, 11009 .-- 128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7-0-7 (平

裝) NT$700  

1.教學法 2.文集  521.407  

親 職 教 育 與 親 師 合 作  / Eugenia 

Hepworth Berger, Mari Riojas-Cortez 作 ; 

林妮燕,陳銀螢, 郭李宗文, 孫麗卿, 蔡

嫦娟, 王淑清, 羅育齡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騰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7-178-2 (平裝) NT$450  

1.家庭與學校 2.親師關係 3.美國  

521.55  

運用數位科技融入課程之創新教學 

=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for designing 

innovative instruction / 王寶惜作 .-- 高

雄市 : 王寶惜, 11009 .-- 11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10-7 (平裝)  

1.高等教育 2.教學設計 3.課程規劃

設計  521.7  

專為 0-5 歲孩子設計非認知能力培養

遊戲圖鑑 / 大豆生田啓友, 大豆生田

千夏作 ; 陳雯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

分 .-- (親子課) .-- ISBN 978-626-7050-

16-3 (平裝) NT$350  

1.幼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幼兒遊戲  

523.2  

錢花光了 / 美育研發部著作.繪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美育旺旺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15X15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64-0-7 (精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理財 3.繪本  523.2  

蒙特梭利學前教育理論與哲學觀  / 

王川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士雅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5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3680-6-3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1.學前教育 2.蒙特梭利教學法  

523.21  

35 堂愛兒語文課 : 蒙特梭利語文教

育 / 趙義達, 楊美珍著 .-- 初版 .-- 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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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 市  : 桃 園 市 私 立 德 來 幼 兒 園 , 

11010 .-- 1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69-0-2 (平裝) NT$320  

1.幼兒教育 2.語文教學 3.蒙特梭利

教學法  523.23  

FOOD 超人中英台點讀百科 / 風車編

輯群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6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692-5 (精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學前教育  

523.23  

titita 玩音樂 : 成長作品集 / 曾琤主

編 .-- 臺北市 : 美育旺旺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95123-6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95123-7-9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兒童發展  523.23  

titita 看世界 : 成長作品集 / 曾琤主

編 .-- 臺北市 : 美育旺旺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95123-8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95123-9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兒童發展  523.23  

ㄅㄆㄇ結合韻數來寶 / 朱阿莉著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96 面; 17X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92-0 (精裝) 

NT$200  

1.語文教學 2.注音符號 3.學前教育  

523.23  

ㄅㄆㄇ數來寶 / 朱阿莉著 .-- 三版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96 面; 17X17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3-91-3 ( 精 裝 ) 

NT$200  

1.語文教學 2.注音符號 3.學前教育 

4.小學教學  523.23  

小小營養師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

- ISBN 978-626-7024-77-5 (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健康飲食 3.營養  

523.23  

幼兒園美感教育  / 林玫君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幼

兒教育系列 ; 51219) .-- ISBN 978-986-

0744-33-0 (平裝) NT$450  

1.藝術教育 2.學前教育 3.教學活動

設計  523.23  

幼稚園手工訓練與實踐 / 張源, 劉慶

月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4 面; 23
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876-6 (平裝) NT$680  

1.學前教育 2.勞作 3.美術教育  

523.23  

我的好聲音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

- ISBN 978-626-7024-85-0 (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聲音  523.23  

兒童音樂活動本 / 曾琤著作 .-- 臺北

市 : 美育旺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0 .-- 冊  .-- ISBN 978-626-

95123-0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95123-1-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95123-2-4 (第 3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95123-3-1 (第 4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95123-4-8 (第 5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123-5-5 (第 6

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音樂教育  523.23  

是什麼聲音啊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

樹苗教材) .-- ISBN 978-626-7024-88-1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聲音  523.23  

音樂入門鍵盤課  : 小小音樂家  = 

Little musician / 陳逸琳, 朱俐蘭教材

撰寫 .-- 新北市 : 優美文化藝術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64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(Lesson Book 課本 ; Book 1) .-- ISBN 

978-626-95138-0-2 (平裝)  

1.幼兒教育 2.音樂教育  523.23  

袋子,選一個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

- ISBN 978-626-7024-83-6 (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手提袋  523.23  

盒子變變變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

- ISBN 978-626-7024-82-9 (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3  

這樣吃,才健康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

苗 教 材 ) .-- ISBN 978-626-7024-78-2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健康飲食  523.23  

童話數一數 : 十位小公主去舞會 / 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, 賽門.

瑞克帝(Simon Rickerty)繪  ; 林宛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 面; 28 公

分 .-- (童心園 ; 193)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65-1 (精裝) NT$320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3.繪本  

523.23  

童話數一數 : 十個小海盜去冒險 / 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 ; 賽門.

瑞克帝(Simon Rickerty)繪  ; 林宛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 面; 28 公

分 .-- (童心園 ; 192)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64-4 (精裝) NT$320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3.繪本  

523.23  

童話數一數 : 十隻小恐龍去探險 / 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, 賽門.

瑞克帝(Simon Rickerty)繪  ; 林宛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 面; 28 公

分 .-- (童心園 ; 194)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66-8 (精裝) NT$320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3.繪本  

523.23  

臺灣 No.1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

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80-5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人文地理 3.臺灣  

523.23  

臺灣好行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

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79-9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人文地理 3.臺灣史 4.

通俗作品  523.23  

臺灣熊讚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

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- 

ISBN 978-626-7024-81-2 (平裝附光碟

片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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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學前教育 2.人文地理 3.臺灣  

523.23  

箱子陪我玩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2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

- ISBN 978-626-7024-84-3 (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 523.23  

聲音好好玩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2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樹苗教材) .-

- ISBN 978-626-7024-86-7 (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聲音  523.23  

營養多多  健康多多  / 曹華執行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2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小

樹苗教材) .-- ISBN 978-626-7024-87-4 

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學前教育 2.營養常識  523.23  

歡樂音樂藝術學園 : 秋冬音樂遊戲

書 / 曾琤著作 .-- 臺北市 : 美育旺旺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6953-4-2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953-5-9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953-6-6 

(第 3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音樂教育  523.23  

歡樂音樂藝術學園 : 春夏音樂遊戲

書 / 曾琤著作 .-- 臺北市 : 美育旺旺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6953-7-3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953-8-0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953-9-7 

(第 3 冊: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音樂教育  523.23  

童年的沃野 : 台灣幼兒教育機構發

展史 / 王雅惠, 李淑惠, 林思嫻, 施美

菁, 高琇嬅, 倪鳴香, 張秀卿, 陳淑琦, 

鄭玉玲, 歐姿秀, 蔡惠婷, 劉靜宜, 蘇

雪玉作 ; 倪鳴香主編 .-- 臺北市 : 國

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, 11009 .-

- 356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08-6-9 (平裝) NT$420  

1.幼兒教育 2.幼稚園 3.教育史 4.文

集 5.臺灣  523.2933  

素養導向的多元評量 : 好玩好用好

上手的閱讀課 / 陳欣希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

(小魯優質教學  ; BGT078) .-- ISBN 

978-957-490-547-8 (平裝) NT$350  

1.閱讀指導 2.小學教學  523.31  

分辨相似字詞 / 李禎祥著 .-- 新北市 : 

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65-4 (平裝) NT$125  

1.初等教育 2.識字教育 3.漢字  

523.311  

兒歌識字蓋城堡. 帆船飯店篇 / 李光

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1

公分 .-- (小魯語文堡) .-- ISBN 978-

626-7043-30-1 (平裝) NT$300  

1.漢語教學 2.識字教育 3.兒歌 4.小

學教學  523.311  

*漢字拼拼 : 孩子第一本漢字學習書 

/ 洪孟君文 ; 小高潮色計事務所圖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(小行星點讀

系列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

087-7 (上冊 :精裝 ) NT$450 .-- ISBN 

978-626-305-088-4 ( 下 冊 : 精 裝 ) 

NT$450  

1.中國文字 2.漢字 3.初等教育  

523.311  

辨別易錯字 / 李禎祥著 .-- 新北市 : 人

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66-1 (平裝) NT$125  

1.初等教育 2.識字教育 3.錯別字  

523.311  

陳安如閃亮金句寫作課 : 讓我們從

小學生的「視界」望向世界! / 陳安

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7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49-4 (平裝) 

NT$360  
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寫作法 4.小學

教學  523.313  

寫作這一事 真正有意思 : 聯合盃全

國作文大賽. 第十四屆 / 第十四屆聯

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優勝同學, 羅智成, 

鍾文音, 徐國能, 楊曉菁, 張青松, 曾

詠蓁等老師及作家作 ; 鄭曉帆主編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5-18-4 (平裝) NT$350  
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中小學教育  

523.313  

說英語背單字 / 趙筱文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3-93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小學教育  

523.318  

*臺北市國小數學領域數學素養系列

專書. 六 : 低年級數學教具使用指導

手冊 / 石玫芳, 李孟柔, 孫德蘭, 翁嘉

聲, 陳滄智, 張雅文, 鄧玉芬, 廖寬儒

撰稿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, 

11008 .-- 5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2-34-0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法 3.教具 4.小學

教學  523.32  

小小生態學家 : 給資優生的獨立研

究課程 / 侯雅齡, 陳嘉雯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(從研究到

發表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447-179-9 

(平裝) NT$249  

1.生物 2.生態學 3.小學教學  523.36  

科學教育的多元文化想像 : 改造教

室 裡 的 科 學 風 景  = Multicultural 

imagination in science education : 

rebuilding the science landscape in 

classroom / 王雅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

面; 23 公分 .-- (高等教育系列)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15-6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科學教育 2.多元文化 3.中小學教

育  523.36  

植觀達人 從研究到發表 教師手冊 / 

侯雅齡, 龔亭如, 林俞君, 顏鴻名作 ; 

侯雅齡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
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, 11009 .-- 8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75-7 (平

裝)  

1.自然科 2.植物學 3.小學教學  

523.36  

穿越千年的黑嚕嚕探險 : 水墨的三

大主題樂園 / 張美智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172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05-0 (平裝) NT$260  

1.藝術教育 2.藝術欣賞 3.水墨畫 4.

兒童教育  523.37  

APP FUN 入門. 一, 從遊戲中學程式

訓練大腦邏輯思考 / 胥漢邦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騰黃資訊有限公司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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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9 .-- 77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95149-0-8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初等

教育  523.38  

APP FUN 入門. 三, 文字型程式好好

玩 / 胥漢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騰

黃資訊有限公司, 11009 .-- 77 面; 30

公 分  .-- 注 音 版  .-- ISBN 978-626-

95149-1-5 (平裝) NT$600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初等

教育  523.38  

APP FUN 基礎. 九, 開發 APP 用 Swift

語言學習變數與類型真有趣 / 胥漢

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騰黃資訊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93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49-2-2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初等

教育  523.38  

APP FUN 基礎. 十一, 開發 APP 用

Swift 語言建構世界與陣列牛刀小試 

/ 胥漢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騰黃

資訊有限公司, 11009 .-- 7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49-3-9 (平裝) 

NT$600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初等

教育  523.38  

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/ 徐弘縉編著 .-

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79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60-4 (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中等教育  524.31  
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散文

選讀(教師手冊). 2 / 孫紹振, 孫劍秋

主編 .-- [臺南市] :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64-5-8 (下卷: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  

524.31  
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散文

選讀(教師用書). 2 / 孫紹振, 孫劍秋

主編 .-- [臺南市] :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64-4-1 (下卷: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  

524.31  
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散文

選讀. 2 / 孫紹振, 孫劍秋主編 .-- [臺

南 市 ] : 南 億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64-3-4 (下卷: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  

524.31  

高中數學 B iFun 學課堂講義 / 蔡杰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42-4 (第 4 冊:

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 524.32  

真希望高中數學這樣教 : 暢銷 20 萬

冊續作再開!跟著東大教授的解題祕

訣,6 天掌握高中數學關鍵 / 西成活裕, 

鄉和貴著 ; 張郁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美藝學苑出版社, 11011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220-42-5 (平

裝) NT$420  
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 524.32  

學霸筆記 : 幾何 / Christy Needham 著 ; 

Kim Ku 繪 ; 洪萬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61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11-6 (精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幾何 3.中小學教育  

524.32  

學 霸 筆 記  : 世 界 史  / Ximena 

Vengoechea 著 ; Blake Henry, Tim Hall

繪 ; 顏冠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1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310-9 (精

裝)  

1.歷史教育 2.中小學教育  524.34  

富小孩與窮小孩 : 給現代青少年的 2

堂財務思維課 / 郝旭烈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三采兒童

館 ; 67) .-- ISBN 978-957-658-654-5 (平

裝) NT$380  

1.理財 2.公民教育 3.中等教育  

524.35  

學霸筆記 : 科學 / Workman 著 ; Chris 

Pearce 繪 ; 高梓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5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09-3 (精裝)  

1.科學教育 2.中小學教育  524.36 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管高級

中等學校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

工作成果專輯. 109 年度 / 彭富源總

策劃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

及學前教育署, 11009 .-- 415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79-5 (平裝附

光碟片)  

1.學務 2.教育輔導 3.中等教育  

524.6  

地方大學教育生態圈學習的擴散  : 

也是生命教育:「學習」與生命教育

架接的可能性 = The divergent learning 

in a local university education ecosystem 

/ 張瓊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6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8-383-

6 (平裝) NT$250  

1.高等教育 2.生命教育 3.課程研究 

4.文集  525.07  

「舞蹈與美學賞析」課之教學實踐

研究 = A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for 

the course "Appreciation of dance and 

aesthetics" / 張瓊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98-382-9 (平裝) NT$250  

1.通識課程 2.舞蹈教育 3.高等教育  

525.33  

通識創意. 2021 第十一屆 : 通識課程

與 文化經 典學 術研討 會論 文集  = 

Innovations in General Education for 

Classics and Humanities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11009 .-- 

120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096-2-1 (平裝) NT$400  

1.通識課程 2.人文教育 3.文集  

525.3307  

跨域融合與創新多元 : 實踐通識教

育的理想 / 黃有志作 .-- 初版 .-- [高雄

市] : 黃有志, 11010 .-- 203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83-1 (平裝) 

NT$200  

1.通識教育 2.高等教育 3.文集  

525.3307  

大學策略聯盟運作理論與實務 / 陳

玉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學富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713-75-1 (平裝) 

NT$300  

1.高等教育 2.學校行政 3.教學研究 

4.文集  525.607  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慶紀念特刊 . 

110 週年 =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

technology 110th anniversary 

commemorative special issue / 楊士萱

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科技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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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, 11010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713-9-6 (精裝) NT$500  

1.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525.833/101  

與世界一起變好 : 10 個北醫大實踐

SDGs 的故事 / 陳慧玲, 林惠君, 邵冰

如, 彭漣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(醫學人

文  ; BMP019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332-5 (平裝) NT$420  

1.臺北醫學大學 2.永續發展  

525.833/101  

南方歲時記 : 成大九十年編年記事

圖錄 / 校史編纂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成大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

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發行, 11010 .-- 

4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35-

56-5 (平裝) NT$450  

1.國立成功大學 2.歷史  

525.833/127  

南方歌未央 : 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

事 / 王健文, 沈曉柔, 張幸真作 .-- 增

訂一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出版社出版 : 

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發行, 

11010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635-59-6 (平裝) NT$250  

1.國立成功大學 2.臺灣傳記  

525.833/127  

無不有風 : 生活、文化與心靈 / 林蕙

玟, 陳文松, 楊尹瑄, 蔡侑樺, 蔡秉中, 

謝仕淵作 ; 陳恒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成大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成

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發行, 11010 .-- 19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35-58-

9 (平裝) NT$250  

1.國立成功大學 2.歷史 3.人文景觀 

4.文集  525.833/127  

藏形見光 : 大學精神與大學責任 / 王

健文, 陳政宏, 陳恒安, 湯銘哲, 郭美

芳, 蔡幸娟, 顧盼作 ; 陳恒安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出版社出版 : 財

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發行 , 

11010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635-57-2 (平裝) NT$250  

1.國立成功大學 2.歷史 3.文集  

525.833/127  

不一樣的學校領導 : 追尋成功典範 = 

School leadership can make a difference : 

searching for successful leaders / 賴志峰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11-620-0 (平裝) NT$550  

1.學校行政 2.學校管理 3.領導理論  

526  

女孩,妳真的夠好了! : 解開「好女孩」

枷鎖 x 擺脫「角色超載」,帶著正念

和 信 心 探 索 新 機 會  / 瑞 秋 . 西 蒙

(Rachel Simmons)著 ; 陳玫妏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

(大好時光 ; 49) .-- ISBN 978-986-0795-

67-7 (平裝) NT$42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女性 4.青

少年心理  528.2  

不平等的童年 : 拚教養能翻轉階級

嗎? / 安妮特.拉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4-594-2 (平裝)  

1.家庭教育 2.兒童教育  528.2  

出事先別怪孩子,可能問題在父母 / 

方佳蓉, 肖光畔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5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872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親子關係 2.父母 3.家庭教育  

528.2  

我們只想生一個 : 1+1 等於 1,也很好 

/ 孫桂菲, 趙建, 鄒舟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851-3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親子關係  

528.2  

青春期父母的機智教養 / 張曦允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130-512-7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3.親子溝通 

4.青春期  528.2  

家有小學生之親子溝通手冊 : 資深

小學教師教父母聰明回話,避免親子

衝突,成為孩子的溫暖靠山 / 金善浩

著 ; 簡郁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大樹林出版社, 11011 .-- 248 面; 21 公

分 .-- (育兒經 ; 5) .-- ISBN 978-986-

06737-6-0 (平裝) NT$380  

1.親職教育 2.親子溝通 3.親子關係  

528.2  

家庭裡的對話練習 : 張輝誠的薩提

爾實踐 / 張輝誠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家庭與生活系列 ; 

72) .-- ISBN 978-626-305-091-4 (平裝)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親子關係  

528.2  

啟動共好新世界 : 找到幸福與美的

泉源 / 曾文志, 李宜玫, 吳相儀, 曹俊

彥作 .-- 臺中市 : 暢談國際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6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0-12-7 (精裝)  

1.兒童教育 2.親職教育 3.繪本  

528.2  

這樣跟孩子療心事,就對了! : 爸媽最

想問心理師的 25 個親子教養題 / 黃

珊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十字星球

文創社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親子館 ; 1) .-- ISBN 978-986-90255-9-

1 (平裝) NT$340  

1.親職教育 2.親子溝通 3.親子關係  

528.2  

親子 QA : 教養解憂柑仔店 / 人本教

育基金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6826-6-3 (上冊:

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06826-

7-0 (下冊:平裝) NT$28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親子關係  

528.2  

嬰兒塗鴉 : 培養聰明大腦的方法 = 

Toddler scribbles / 林慧如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林慧如, 11010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11-1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親職教育 2.藝術教育 3.兒童畫  

528.2  

聽寶寶說話 / 周育如作 .-- 第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家庭與生

活 ; 73) .-- ISBN 978-626-305-097-6 (平

裝) NT$42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 528.2  

大野狼的餐桌 : 用 29 道美食翻轉 5

個經典童話,一邊做料理、認識食材,

一邊聽思辨故事,餐桌上快樂的小小

公民素養課 / 陶樂蒂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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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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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小

麥田繪本館) .-- ISBN 978-626-7000-

21-2 (平裝) NT$350  

1.公民教育 2.兒童教育  528.3  

瓜瓜別再滑手機了! / 小岳哥哥文 .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11 .-- 32 面; 

19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6971-9-3 (精裝)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  

528.33  
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13 : 我長大了 
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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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94-6-8 (平裝附

光碟片)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 528.33  

走開,大眼鏡妖怪 / 張冬梅文 ; 曾雲, 

童捷圖 .-- 新北市 : 悅讀名品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6 面; 24X25 公分 .-

- (好習慣養成繪本 ; 12) .-- ISBN 978-

986-99125-7-0 (精裝) NT$280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  

528.33  

這時候該說請! / 莫.威廉斯文.圖 ; 沙

永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5

公分 .-- (小魯新生活繪本 ; 5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28-8 (精裝) NT$350  

1.生活教育 2.德育 3.兒童教育  

528.33  

MIAOBEI ART CENTER 2021 苗栗縣

苗北藝文中心  10 YEARS SPECIAL 

ISSUE / 林佳瑩主編 .-- 苗栗縣竹南

鎮 : 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, 11011 .-- 

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

94-9 (精裝)  

1.苗北藝文中心  528.4163  

讓愛前進 : 發現台灣生命小勇士 / 上

好社會企業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上

好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112 面; 17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276-2-8 (平裝) NT$250  

1.生命教育 2.人物志 3.通俗作品  

528.59  

冷 凍 空 調 原 理  = Principles of 

refrigeration and air-conditioning / 陳聰

明, 張銘鑫, 陳煥卿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弘揚圖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310 面; 27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

校電機與電子學群 .-- ISBN 978-986-

06457-7-4 (下冊:平裝)  

1.冷凍 2.空調工程 3.技職教育  

528.831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微

生物. 下冊 / 石衛門, 李承穎, 周宜隆
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佐佑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5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50-4-9 (平裝)  

1.食品微生物 2.技職教育  528.831  

動力機械操作實習 / 林慶忠, 陳年佑, 

林文賢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
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76 面; 26 公

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

群 .-- ISBN 978-986-5531-47-8 (平裝)  

1.機械動力學 2.技職教育  528.831  

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 / 旗立財經研

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6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63-6 (下冊:

平裝)  

1.商業教育 2.技職教育  528.831  

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= Arduino / 王

志中, 邱孟希, 丁榮助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秉華科技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197 面; 30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

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.-- ISBN 978-986-

87090-3-4 (平裝) NT$460  

1.微處理機 2.技職教育  528.8359  

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. 下冊 / 林宏周, 

方郁婷, 李志豪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佐佑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8

面; 30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
食品群 .-- ISBN 978-986-06550-3-2 (平

裝)  

1.食品科學 2.食品加工 3.食品分析 

4.技職教育  528.8459  

羽球王子. 9, 養精蓄銳 / 疾風社團故

事.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
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

23 公分 .-- (超越極限) .-- ISBN 978-

986-0761-15-3 (平裝) NT$280  

1.體育 2.漫畫  528.9  

高齡者體適能活動設計與引導實務 : 

能 量與律 動共 舞、高 齡更 健康  = 

Design and practice of senior fitness / 秦

秀蘭, 李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

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社工叢書) .-- ISBN 

978-986-298-380-5 (平裝) NT$300  

1.體適能 2.運動健康 3.中老年人保

健  528.9016  

身體運動功能訓練 / 尹軍, 袁守龍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61 面; 23 公分 .-- 

(體育教材 ; 20) .-- ISBN 978-986-346-

342-9 (平裝) NT$580  

1.運動訓練 2.體能訓練  528.923  

瘋路跑 : 原來運動也能這好玩! / 娜

塔莉希瓦(Nathalie Rivard)作 ; 彭小芬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0-92-3 ( 平 裝 ) 

NT$460  

1.賽跑 2.運動訓練  528.946  

跑出你的最佳速度 : 馬拉松醫師教

你成為最強市民跑者 / 諏訪通久作 ; 

周奕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(生活健康 ; B496) .-- ISBN 978-

986-5408-68-8 (平裝)  

1.馬拉松賽跑 2.運動訓練  528.9468  

圖解籃球跑位戰術與攻防陣型 : 保

持進攻隊型平衡,進行適當跑位判斷,

創造更好的投籃機會 / 鈴木良和作 ; 

陳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5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31-4 (平裝)  

1.籃球  528.952  

*中華成棒培訓隊打擊表現之研究 : 

以 2020 未來之星對抗賽為例 / 李軾

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

學華岡出版部, 11009 .-- 97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94-1 (平裝) 

NT$460  

1.棒球  528.955  

太極拳勁氣解析  / 王世温作 .-- 初

版 .-- 基隆市 : 王世温, 11009 .-- 1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13-

8 (平裝) NT$600  

1.太極拳  528.972  

勤武秘錄 : 大刀刀譜 / 羅國鶴著 .-- 第

一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羅國鶴中醫

診所, 11010 .-- 8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311-3-7 (平裝) NT$600  

1.器械武術  528.974  

*勤武秘錄 : 三叉叉譜 / 羅國鶴著 .-- 

第一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羅國鶴中

醫診所, 11009 .-- 7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311-2-0 ( 平 裝 ) 

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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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器械武術  528.974  

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. 第十六輯 / 林

伯修總編輯 .-- [臺北市] : 臺灣身體文

化學會, 11012 .-- 46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553-3-4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運動員 2.人物志 3.臺灣  

528.99933  

特殊幼兒教育 / 張子嫺著 .-- 初版 .-- 

臺 中 市  :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6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2-804-0 (平裝) NT$406  

1.特殊教育 2.學前教育  529.5  

第一次處理大專情緒行為學生問題

就上手 : 與專業同行 / 林雅羚, 王秀

文, 翁素珍, 蔡淑妃, 林雅莉, 劉大文, 

宋祖駿, 潘正宸, 劉晴雯, 楊雅愉, 李

麗溫, 李中強, 莊惠清, 董鑑德, 邱滿

艷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

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, 11009 .-- 13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3-00-

3 (平裝)  

1.特殊教育 2.高等教育  529.5  

全國特殊教育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

論文集. 2021 / 蔡明富主編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

育中心, 11008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11-0-5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特殊教育 2.文集  529.507  

科學真有趣 : 激發國中特教班學生

的科學探究活動 / 蔡明富, 陳建良, 黃

雅薇, 許純瑛, 陳清桔, 黃聖智, 吳詩

盈, 黃英雅, 王聰慈, 陳瑞貞, 曾敏哲, 

許鈺洵, 陸瑋婷, 鄭若騰, 黃惠萍, 鍾

青珍, 劉美芝, 龔玉婷, 許怡芬, 歐麗

娟, 蔣辰平, 丁惠玲, 張秀媛, 許珈瑜, 

張永祥, 喬宛梅, 王麗婷, 張麗娟, 王

佩靖, 黃瓊慧, 郭宜蒨, 張雅婷, 林素

菁, 黃苡家作 ; 蔡明富主編 .-- 初版 .-

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

育中心, 11009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11-1-2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特殊教育 2.科學教育 3.教學活動

設計 4.中小學教育  529.54  

為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打造性別

友善校園 :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性

別平等教育參考手冊 / 江秋樺, 何明

珠, 吳惠慈, 桑銘忠, 許純昌, 楊麗芬, 

黃麗君, 葉淑文, 鄧年嘉撰寫 ; 林千惠

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9 .-- 

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

77-1 (平裝)  

1.身心障礙教育 2.性別平等 3.教學

法 4.高等教育  529.55  

只是尋常 : 那些我們的追尋之路 / 邱

羽逢, 龔昭瑋, TNK, 遠志, 太陽奈克, 

李坤融, 林玟均, 段可薇, 雨晴作 .-- 

[臺北市]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

育中心, 11009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3-01-0 (平裝)  

1.特殊教育 2.人物志  529.57  

提升孩子專注力,家長自己來 : 40 個

鍛鍊腦力、穩定情緒、促進學習的

整合運動 / 鮑杏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親子系

列 ; P-072) .-- ISBN 978-957-693-959-4 

(平裝) NT$450  

1.學習障礙 2.注意力 3.感覺統合訓

練  529.69  

禮俗；民族學 

台灣客家夥房的建築文化巡禮 : 以

客家公廳的傳統陳設與文化內涵為

例 / 劉煥雲, 聞健作 .-- 臺中市 : 文學

街出版社, 11009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580-2-8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客家 2.文化 3.建築藝術  536.211  

掌牛達講台灣客家 / 黃永達著 .-- 初

版 .-- 花蓮縣鳳林鎮 : 黃永達, 11009 .-

- 3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56-5 (平裝) NT$350  

1.客家 2.文集 3.臺灣  536.21107  

台灣原民 山海之鄉 / 徐宗懋圖文館

主編 .-- 臺北市 : 新世語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00 面; 30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59-3-3 ( 精 裝 ) 

NT$38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圖錄 3.日據時期  

536.33  

三代織女 : 一個賽德克家族的技藝

與記憶 / 張貴珠, 張鳳英口述 ; 曹立

法撰稿 ; 林榮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

投市 :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, 11010 .-- 

186 面; 30 公分 .-- (南投縣文化資產

叢書 ; 243) .-- ISBN 978-986-5422-80-6 

(平裝)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賽德克族 3.編織

工藝  536.3311  

小白豬的自我認同 : 智慧之毛. 第二

集 / 吳新光, 吳伯文合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68 面; 23 公分 .-- 中文、鄒

語對照 .-- ISBN 978-626-7056-14-1 (平

裝) NT$270  

1.鄒族 2.民族文化 3.種族認同  

536.335  

加塱溪畔的里山生活智慧 : 花蓮豐

濱的復興部落 / 周君怡企劃撰文 .-- 

第一版 .-- 花蓮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, 11009 .-- 82

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

57-6 (精裝) NT$500  

1.阿美族 2.部落 3.歷史 4.花蓮縣豐

濱鄉  536.337  

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猶太社團的調

查和研究(1605-1945) / 張騰歡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

( 史 學 研 究 叢 書 . 歷 史 文 化 叢 刊  ; 

602022) .-- ISBN 978-986-478-537-7 (平

裝) NT$260  

1.猶太民族 2.基督教與猶太教 3.中

國  536.87  

猶太人是這樣思考的 : 一生受用的 7

個猶太人大智慧 / 柯友輝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(智慧菁

典 ; 23) .-- ISBN 978-986-06586-6-8 (平

裝) NT$399  

1.猶太民族 2.思維方法  536.87  

一顆頭顱的歷史 : 從戰場到博物館,

從劊子手到外科醫師,探索人類對頭

顱的恐懼與迷戀 / 法蘭西絲.拉爾森

(Frances Larson)著 ; 徐麗松譯 .-- 修訂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84 面; 

21 公 分  .-- (Historia 歷 史 學 堂  ; 

MU0048) .-- ISBN 978-986-0767-30-8 

(平裝) NT$460  

1.頭部 2.社會史  538.16  

節氣食堂 : 我是農產品促銷員 / 王浩

一文字.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

23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方法 ; 200) .-- 

ISBN 978-986-06823-6-6 ( 平 裝 ) 

NT$3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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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飲食風俗 2.節氣 3.臺灣  538.7833  

植物神話與傳說  / 查爾斯 .史金納

(Charles M. Skinner)著 ; 曾盈慈譯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看懂一本

通 ; 12) .-- ISBN 978-626-7009-84-0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植物 2.民間故事  539.593  

天外飛來一筆 : 奇妙的世界諺語 / 吳

欣芷圖像創作 ; 蔡忠琦文字撰寫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72 面; 2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23-3 (上冊:

精裝)  

1.諺語  539.9  

天外飛來一筆 : 奇妙的世界諺語 / 許

文綺圖像創作 ; 蔡忠琦文字撰寫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72 面; 2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24-0 (下冊:

精裝)  

1.諺語  539.9  

客閩諺語對應 / 賴文英編編輯 .-- 桃

園市 :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出版 : 

社團法人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發

行, 11009 .-- 60 面; 21 公分 .-- (地方創

生 x 客庄知識學文化叢書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88356-2-7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諺語 2.客語 3.臺語  539.933  

社會學 

社會系統 : 一個一般理論的大綱 / 尼

克拉斯.魯曼(Niklas Luhmann)著 ; 魯

貴顯, 湯志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5-6-8 (平裝) NT$750  

1.社會學 2.社會學理論  540.2  

公民可以很有事 : 志祺七七の議題

探究 X 資訊辨識 X 觀點養成 獨門心

法大公開 / 志祺七七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定位點 ; 

4) .-- ISBN 978-626-305-103-4 (平裝)  

1.公民社會 2.社會參與  541  

德國製造的細節 / 葉克飛著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13-

0 (平裝) NT$400  

1.文化研究 2.民族文化 3.德國  

541.2  

開箱 : 國立歷史博物館「中華文物

箱」檔案彙編(1969-1986) / 國立歷史

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立歷史博物館, 11011 .-- 4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08-7 (精

裝) NT$500  

1.外交 2.國際關係 3.文化交流 4.歷

史檔案  541.28  

松菸世代 : 浪擲又浪漫的追夢者 / 陳

玉秀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松山文創園

區, 11009 .-- 1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472-1-6 (平裝) NT$499  

1.松山文創園區 2.文化產業  

541.2933  

公職考試講重點 : 文化人類學 / 丁永

恩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5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93-7 (平裝) 

NT$400  

1.文化人類學  541.3  

MZ 世代趨勢代碼 / 高光烈著 ; 黃莞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16-3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社會變遷 2.文化變遷 3.世代交替  

541.4  

2020「轉型中的社會:東亞與東南亞

的社會發展」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= 

Symposium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

Conference on Transforming Society : 

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

Asia / 陳素梅, 范家榮, Hoang Ba Thinh, 

Doan Thi Thanh Huyen, Dao Thi Hieu, 

Dung Vu Thi Thuy, You-Lin Tsai, 林芯

榆, 呂傑華著 ; 呂傑華主編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部分

內容為英文 .-- ISBN 978-986-298-381-

2 (平裝) NT$300  

1.社會變遷 2.社會發展 3.區域研究 

4.文集  541.407  

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社 會 運 動  = "Social 

movement" in contemporary daily life / 

黃 應 貴 , 王 增 勇 , 王 信 翰 , Ciwang 

Teyra, 黃炤愷, 鄭又維, Lahok Ciwko, 

謝宛蓉, 萬尹亮, 張正衡作 ; 黃應貴主

編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群學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
世 紀 的 社 會 與 文 化 系 列 叢 書 ) .-- 

ISBN 978-986-99477-4-9 (平裝)  

1.社會運動 2.文集  541.4507  

國家如何反彈回升 / 羅伯特.普特南

(Robert D. Putnam), 夏 琳 . 蓋 瑞 特

(Shaylyn Romney Garrett)著 ; 陳信宏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(春

山之巔 ; 10) .-- ISBN 978-626-95003-2-

1 (平裝) NT$630  

1.政治文化 2.社會變遷 3.個人主義 

4.美國史  541.48  

凝視優雅 : 細說端詳優雅的美好本

質、姿態與日常 / 莎拉.考夫曼(Sarah 

L. Kaufman)著 ; 郭寶蓮譯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奇光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0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8-4-2 (平裝) 

NT$450  

1.社會互動 2.社會美學  541.6  

化解衝突的高效溝通 : 當爭論產生,

你選擇戰鬥還是逃跑?化異見為助力

的關鍵說服法,讓彼此關係更緊密 / 

伊恩.萊斯里(Ian Leslie)作 ; 李翊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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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36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Sasugas ; 35) .-- ISBN 978-986-289-

651-8 (平裝) NT$480  

1.衝突管理 2.人際衝突 3.溝通  

541.62  

群眾的幻覺 : 揭露人們在投機美夢

中愈陷愈深的理由 / 威廉.伯恩斯坦

(William J. Bernstein)著 ; 梁東屏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出版 : 方

言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0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74-4-2 (平裝) NT$650  

1.群眾心理學 2.集體行為 3.歷史  

541.773  

危險之境 : 在變革危險中保持活力 / 

隆納.海菲茲(Ronald Heifetz), 馬蒂.林

斯基(Marty Linsky)著 ; 詹喬治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月管理顧問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7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508-7-5 (平裝) NT$400  

1.領導理論  541.776  

剩餘靈魂的收藏者 : 巴西日常革命

的 田 野 筆 記  / 耶 莉 娥 妮 . 布 魯 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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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liane Brum)著 ; 沈維君, 闕志勳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- (Seeing ; 11) .-- ISBN 978-986-508-

119-5 (平裝) NT$380  

1.社會問題 2.報導文學 3.巴西  

542.09571  

戰爭 : 暴力、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

人類與社會  / 瑪格蕾特 .麥克米蘭

(Margaret MacMillan)著 ; 曹嬿恆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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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41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12-3 (平裝) 

NT$520  

1.戰爭 2.歷史 3.社會問題  542.23  

職涯一本通 / 阮啟釧, 劉秀貞, 傅晶如, 

張進丁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勞

動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中 彰 投 分 署 , 

11011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6-88-6 (平裝) NT$150  

1.職業輔導 2.就業輔導 3.生涯規劃  

542.75  

中 國 社 會 輿 情 年 度 報 告 . 2020 = 

Annual report on public opinion in China. 

2020 / 喻國明, 李彪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龍時代, 11010 .-- 356 面; 23 公

分 .-- (社會館 ; ES011) .-- ISBN 978-

986-98780-5-0 (平裝) NT$700  

1.社會調查 2.輿論 3.中國  543.2  

與父母相處不內傷 : 擺脫心累,與年

邁爸媽和平共處的 70 個實用法則 / 

保坂隆著 ; 邱香凝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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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人生

顧問 ; 430) .-- ISBN 978-957-13-9453-4 

(平裝) NT$330  

1.家庭衝突 2.親子關係 3.親子溝通  

544.182  

隆典盈盛銘蹤緒 : 金門縣葉氏宗祠

2017 年奠安紀念專輯 / 葉鈞培總編

輯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葉氏宗

親會, 11008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9098-1-6 (精裝)  

1.葉氏 2.宗祠 3.福建省金門縣  

544.24  

渣男滾邊去! : 婚姻律師教你如何不

踩雷,遠離致命關係 / 吳孟玲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英屬
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46-3 (平裝) 

NT$380  

1.婚姻 2.兩性關係  544.3  

第一次戀愛,難免會出錯 / Yozuck 著 ; 

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0-5-4 (平裝) 

NT$360  
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 544.37  

愛情的哲學  / 理察 .大衛 .普列希特

(Richard David Precht)著 ; 闕旭玲譯 .-

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
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8-014-7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 544.37  

青少年衝突關係與輔導 / 李介至著 .-

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大 揚 出 版 社 , 

11009 .-- 29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99-972-8 (平裝) NT$300  

1.青少年 2.青少年輔導 3.衝突管理  

544.67  

男女溝通使用說明書 : 腦科學專家

教你這樣說話,溝通零壓力 / 黑川伊

保子著 ; 涂愫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 698 種)(兩

性之間 ; 44) .-- ISBN 978-986-5596-46-

0 (平裝)  

1.兩性溝通 2.兩性關係  544.7  

哇!原來這是性別與科技!? / 蔡麗玲

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34-8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性別平等 2.科技業  544.7  

性別、愛與伴侶關係 : 來自靈性科

學的啟示  / 魯道夫 .施泰納 (Rudolf 

Steiner)著 ; 陳脩平翻譯 .-- 初版 .-- 宜

蘭 縣 冬 山 鄉  : 三 元 生 活 實 踐 社 , 

11010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- (魯道夫.

施泰納演講集 ; 5) .-- ISBN 978-626-

95176-0-2 (平裝) NT$500  

1.性教育 2.性別研究 3.愛 4.文集  

544.72  

老有所長 = A selection from the mind-

life & environment lectures : aging in the 

growth of spirituality / 釋果鏡, 鄧偉仁, 

葉玲玲, 辜琮瑜, 周儒, 莊國彬, 段鍾

沂, 廖肇亨, 吳靜吉, 張釗維講 ; 楊蓓, 

黃信勳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法鼓

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, 11010 .-

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環保講座選

輯 ; 5) .-- ISBN 978-986-93935-8-4 (精

裝)  

1.老年心理學 2.高齡化社會 3.佛教 

4.文集  544.8  

起動 藝術轉動社區 : 2020 南部七縣

市調查研究 = Start up : art for social 

change : a research project of National 

Tainan Living Art Center 2020 / 吳瑪悧, 

許遠達, 王莛頎, 林佩穎, 張凱婷, 許

思婕, 陳思宇, 楊佳璇, 劉逸姿, 穆陸

瑯作 ; 吳瑪悧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國

立臺南生活美學館, 11011 .-- 384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10-0 (平

裝)  

1.社區總體營造 2.公共藝術 3.臺灣  

545.0933  

老鎮新視窗 : 新港的傳奇故事 / 王筱

雲, 林秀英, 徐家瑋, 張瑞隆, 郭秀麗, 

葉玲伶撰稿 ; 游常山總編輯 .-- 嘉義

縣新港鄉 : 財團法人新港文教基金

會, 11010 .-- 26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58-0-6 (平裝) NT$350  

1.社區總體營造 2.嘉義縣新港鄉  

545.0933/125  

*屏東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成

果手冊 / 李怡德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

屏東市 : 屏東縣政府, 11009 .-- 19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44-3 (平

裝)  

1.社區總體營造 2.屏東縣  

545.0933/135  

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 : 續篇,邁入 21

世紀 / 章英華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64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33-

1 (平裝) NT$380  

1.都市社會學  545.1  

造就地方 : 宜蘭空間論壇實錄(1981-

2005) = Making Place : Yilan Space 

Symposia(1981-2005) / 蘇美如主編 .-- 

二版 .-- 宜蘭縣頭城鎮 : 宜蘭縣立蘭

陽博物館, 11010 .-- 440 面; 18X24 公

分 .-- (蘭博研究 ; 11) .-- ISBN 978-986-

5418-58-8 (平裝) NT$550  

1.都市社會學 2.空間藝術 3.文集 4.

宜蘭縣  545.101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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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鄉到城 : 一個中國縣城的社會轉

型 / 任柯安(Andrew B. Kipnis)著 ; 陳

亮, 張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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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

- (人文社會叢書 ; 14) .-- ISBN 978-

986-350-493-1 (平裝) NT$550  

1.都市化 2.都市發展 3.山東省鄒平

縣  545.192  

空軍三重一村 : 祕寶探索筆記 / 柯善

容, 黃怡萱圖文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壞壞設計工作室, 11011 .-- 64 面; 

15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9-0-

5 (平裝) NT$200  

1.眷村 2.文化保存 3.通俗作品 4.新

北市三重區  545.4933  

下級國民 A : 日本很美好?我在 311

災區復興最前線,成了遊走工地討生

活的人 / 赤松利市著 ; 韓宛庭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拾青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40 面; 

19 公分 .-- (epiphany ; 2) .-- ISBN 978-

986-06723-5-0 (平裝) NT$330  

1.階級社會 2.日本  546.1  

客家人、原住民、新住民與社會創

業 / 黎淑慧等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弘揚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1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7-4-3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族群問題 2.多元文化 3.創業 4.文

集  546.5907  

社會團體法規彙編 / 內政部編著 .-- 

第 11 版 .-- 臺北市 : 內政部, 11009 .-- 

2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

21-4 (平裝) NT$100  

1.會社團體法規  546.71  

台灣幼兒家庭照顧給付政策的實施

經驗與反思 / 蔡培元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洪 葉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3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16-5-3 (平裝) NT$280  

1.社會福利 2.育兒 3.臺灣  547  

方寸間最美的人  / 陳清貴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

司出版 :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0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遠景

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39-1129-6 (平

裝) NT$380  

1.社會服務 2.人物志 3.報導文學  

547.1  

瞭望童心 / 陳雅惠, 王定正, 李子薏, 

呂佳育, 沈寶莉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

金會, 11009 .-- 8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886-7-6 (第 1 冊:平裝)  

1.兒童福利 2.文集  547.5107  

*無盡燈傳 :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

山寺公益專書 : 讓燈燈相傳的溫暖

為人間燃起光明和希望 / 鄭淑娟, 江

懿文撰文 ; 黃書瑋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

寺, 11009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6610-1-1 (平裝) NT$320  

1.臺北市艋舺龍山寺 2.公益事業 3.

社會服務  548.1  

最美的雙手/慈濟環保史 : 草根的菩

提 : 1990-2000.臺灣 / 張晶玫, 陳秀雲, 

胡瑞珠, 胡青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慈濟人文出版社, 11009 .-- 504 面; 

21 公分  .-- (莫忘那一年 . 1990) .-- 

ISBN 978-626-95171-0-7 (精裝)  

1.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.公益

事業 3.環境保護  548.126  

日頭浮海照亮的所在 : 照護台灣東

部醫療的真心英雄 / 花蓮慈濟醫學

中心, 凃心怡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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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人與土

地 ; 36) .-- ISBN 978-957-13-9509-8 (平

裝) NT$420  

1.醫療救濟 2.醫療服務 3.醫療社會

工作 4.通俗作品  548.21  

金融騙局 : 驚世詭計大揭密,寫給所

有投資人的警示書 / 李奧.高夫(Leo 

Gough)作 ; 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投資贏家

系列 ; 55) .-- ISBN 978-626-7014-20-2 

(平裝) NT$360  

1.金融犯罪 2.詐欺罪  548.545  

講這麼多,證據咧? : 跟著律師合法蒐

證、有效舉證 / 張倍齊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6-137-5 (平裝) NT$400  

1.犯罪搜查 2.證據  548.61  

大麻的真相 : 完全剖析本世紀最具

爭議性的植物 / 詹姆斯.艾倫.艾弗里

(James Alan Avery)著 ; 謝佩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1-609-7 (平裝)  

1.大麻  548.8207  

以茶代酒 : 愛在原鄉 健康促進 / 呂芳

川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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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6-55-1 (平裝)  

1.戒酒 2.部落 3.公共宣導  548.83  

危殆生活 : 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

助網絡 / 黃克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山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48 面; 

21 公分 .-- (春山學術 ; 2) .-- ISBN 978-

626-95003-6-9 (平裝) NT$480  

1.街友 2.社會工作 3.臺灣  548.8733  

社會保險 / 謝淑慧, 黃美玲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4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04-2 (平裝) NT$580  

1.社會保險  548.9  

經濟 

孫主任的經濟筆記 / 孫明德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天

下財經 ; 446) .-- ISBN 978-986-398-

717-8 (平裝) NT$400  

1.總體經濟學  550  

經濟學的決策思想 : 人類面對風險,

選擇與不確定的 300 年思索 / 喬治.

史皮婁(George G. Szpiro)著 ; 劉凡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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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Catch 

on!知道的書 ; HC0101) .-- ISBN 978-

957-9689-67-0 (平裝) NT$450  

1.經濟學 2.決策管理 3.風險管理  

550  

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/ 旗立財經研究

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8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64-3 (下冊:

平裝)  

1.經濟學  550  

行為經濟學 : 人非永遠理性,人心更

能帶動經濟,消費心理如何運作,一本

輕鬆看透! / 真壁昭夫著 ; 伊之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勁草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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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; 485) .-- ISBN 978-626-7009-88-8 

(平裝) NT$350  

1.經濟學 2.行為心理學  550.14  

圖解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/ 神樹兵輔

著 ; 吳秋瑩翻譯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84-2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資本主義 2.市場經濟  550.187  

總體經濟學題庫  / 謝德宗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42-5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1.總體經濟學 2.問題集  550.22  

有錢人都在實踐的財富教養學 : 懂

得賺錢的大腦是靠後天訓練的!啟動

致富思維的 6 堂知識課 / 加谷珪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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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(Sasugas ; KJ2033) .-- ISBN 978-

986-289-647-1 (平裝) NT$400  

1.財富 2.經濟學  551.2  

偽歧視 : 拆穿政治正確、破解直覺

偏見,用數字與邏輯重新認識歧視的

真相! / 湯瑪斯.索威爾(Thomas Sowell)

著 ; 吳國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312 面; 21 公分 .-- (Big ideas)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38-2 (平裝)  

1.收入 2.分配 3.偏見 4.種族偏見  

551.81  

*社會主義快來吧 ! / 托瑪 .皮凱提

(Thomas Piketty)著 ; 陳郁雯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62

面; 21 公分 .-- (Beyond ; 28) .-- ISBN 

978-986-06734-9-4 (平裝) NT$450  

1.國際經濟 2.經濟情勢 3.社會主義  

552.1  

*中國歷代食貨志三編 / 學海編輯部

編著 .-- 再版 .-- 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

出版 : 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9 .-- 冊 .-- (中國財經資料彙

編 ; 21) .-- ISBN 978-957-614-362-5 (全

套:平裝) NT$4000  

1.食貨志 2.經濟史 3.中國  552.2  

*中國歷代食貨志正編 / 學海編輯部

編著 .-- 再版 .-- 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

出版 : 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9 .-- 冊 .-- (中國財經資料彙

編 ; 1) .-- ISBN 978-957-614-360-1 (全

套:平裝) NT$2000  

1.食貨志 2.經濟史 3.中國  552.2  

*中國歷代食貨志四編 / 學海編輯部

編著 .-- 再版 .-- 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

出版 : 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09 .-- 冊 .-- (中國財經資料彙

編 ; 30) .-- ISBN 978-957-614-363-2 (全

套:平裝) NT$3000  

1.食貨志 2.經濟史 3.中國  552.2  

*中國歷代食貨志續編 / 學海編輯部

編著 .-- 再版 .-- 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

出版 : 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0 .-- 冊 .-- (中國財經資料彙

編 ; 11) .-- ISBN 978-957-614-361-8 (全

套:平裝) NT$3300  

1.食貨志 2.經濟史 3.中國  552.2  

我的智慧,我的財產? : 你不可不知道

的智慧財產權 / 沈明欣作 .-- 修訂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36 面; 21 公分 .-- (思法

苑) .-- ISBN 978-957-14-7307-9 (平裝)  

1.智慧財產權 2.問題集  553.4022  

公平交易法 = Fair trade law / 廖義男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800 面; 21 公分 .-- (公

平交易法論集 ; 5) .-- ISBN 978-957-

511-619-4 (精裝) NT$880  

1.公平交易法  553.433  

智慧財產權法 / 謝銘洋著 .-- 11 版 .-- 

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

611-8 (平裝) NT$500  

1.智慧財產權 2.論述分析  553.433  

土地登記 / 陳淑美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48-7 (平裝) NT$580  

1.土地登記  554.283  

建地估價實務作業手冊 : 一本專為

購地估價、資產評估作業所寫的專

業工具書 = Building project feasibility 

analysis / 王英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詹氏書局, 11010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705-627-6 ( 平 裝 ) 

NT$1600  

1.地價 2.土地市場  554.7  

房市神秘客帶你看穿不動產裡的詐 : 

買房路上,你必須懂的 31 個人性陷阱 

/ 傅恪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
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8) .-- ISBN 

978-986-175-643-1 (平裝) NT$320  

1.不動產業  554.89  

臺 灣 產 業 群 聚 發 展 地 圖 . 2021 = 

Taiwan cluster mapping / 陳嘉茹作 .-- 

初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財團法人工

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

展所, 11010 .-- 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4-372-3 (平裝) NT$3000  

1.產業發展 2.聚集經濟 3.臺灣  

555.933  

鏈國際 : 強韌協創 永續共榮 / 蘇孟宗, 

馬利艷, 何佳娟, 石育賢, 游佩芬, 魏

依玲, 陳麗芬, 黃于真, 李淑宏, 吳佩

玲, 周瑞貞, 劉家妙, 張雯琪, 陳育誠, 

張致吉, 曹永暉, 黃筱雯, 李士畦, 簡

全基, 蔡書憲, 柯文清, 林晏平, 呂珮

如, 簡文強, 簡秀怡, 許欣琦, 陳佳楹, 

蔡宜君, 蕭瑞聖, 池煥德, 莊麗娟作 .-- 

初版 .-- 新竹縣竹東鎮 : 財團法人工

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

展所, 11009 .-- 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4-371-6 (平裝) NT$350  

1.產業政策 2.產業發展 3.永續發展 

4.臺灣  555.933  

我的黑手父親 : 港都拖車師傅的工

作與生命 / 謝嘉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Misfits ; 18) .-- 

ISBN 978-986-06604-4-9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勞動問題 2.運輸工具工業 3.工業

社會學  556  

勞動法隨觀 = A brief viewing on labor 

law / 蔡信章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翰

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0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1-5-5 (平

裝) NT$800  

1.勞動法規 2.勞動基準法 3.個案研

究  556.84  

勞動基準法 / 陳旻沂著 .-- 10 版 .-- 臺

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11 .-- 28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36-2 (平

裝) NT$320  

1.勞動基準法  556.84  

勞動訴訟裁判評釋 / 陳金泉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4-7299-7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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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勞動法規 2.訴訟法 3.裁判 4.判決  

556.84  

懂一點法律. 2 : 第一本為中小企業老

闆、創業者、人資主管提供在管理、

用人、工作排程等方面的勞動法律

基本常識,減少勞資糾紛,保障公司權

益 / 陳業鑫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48) .-- 

ISBN 978-986-398-724-6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勞動法規 2.勞資關係 3.人力資源

管理  556.84  

*汽車運輸業參與溫室氣體抵換專案

之研究 / 周武雄, 許珮蒨, 池佳育, 楊

伊萍, 蔡富伃, 邱智萱, 曾佩如, 朱珮

芸, 李忠遠, 楊智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09 .-- 20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39-

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40  

1.交通管理 2.能源節約  557.15  

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

範例參考手冊 / 許添本, 溫谷琳, 蔡牧

融, 楊皓宇, 吳菘權, 張開國, 葉祖宏, 

賴靜慧, 孔垂昌, 黃明正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10 .-

- 20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

342-5 (平裝) NT$500  

1.交通管理 2.交通安全  557.16  

智慧航運概論. AIS 篇 / 高聖龍, 方自

仁, 郭宗綸, 王盈婷, 林佳霖, 沈惠萱, 

陳沛沂, 何可樂, 林青樺, 張宗鈞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7-252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航運管理 2.通訊工程  557.4  

八卦山郵刊. 第 66 期 : 八卦山郵學會

成立二十六週年紀念郵展特刊 / [社

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]編輯委

員會編輯 .-- 彰化市 : 社團法人彰化

縣八卦山郵學會, 11010 .-- 18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636-9-9 (精裝) 

NT$500  

1.集郵 2.文集  557.64907  

宋代驛站制度 / 趙效宣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344 面; 22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57-08-6006-1 (平裝) 

NT$340  

1.驛站 2.宋代  557.68  

國際貿易實務 / 張錦源, 康蕙芬著 .-- 

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9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47-0 (平裝) 

NT$580  

1.國際貿易實務  558.7  

貿易金流實務疑難 Q＆A / 葉清宗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

金融研訓院, 11010 .-- 34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99-225-7 (平裝)  

1.國際貿易實務 2.外匯 3.問題集  

558.72022  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 

金融商道. II, 金融人員近身銷售力 / 

輝偉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
人台灣金融研訓院, 11011 .-- 25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系列) .-- ISBN 

978-986-399-224-0 (平裝)  

1.金融業 2.金融行銷 3.銷售  561  

貨幣銀行學 : 理論與本土例證 / 郭國

興著 .-- 12 版 .-- [臺北市] : 郭國興發

行  : 雙 葉 書 廊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銷 , 

11009 .-- 3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57-2 (平裝) NT$680  

1.貨幣銀行學  561  

貨幣銀行學  = Money, banking, and 

financial markets / 黃昱程著 .-- 七版 .-

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73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44-9-1 (平裝)  

1.貨幣銀行學  561  

賺錢之道 / 班.赫柏德(Ben Hubbard)

文 ; 碧翠茲.卡斯特羅(Beatriz Castro)

圖 ; 范媛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

49-1 (精裝)  

1.金錢 2.個人理財 3.繪本  561  

中央造幣廠鑄金案與大陸運台黃金 / 

戴學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

波多西工作室, 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7260-6-2 (平裝)  

1.黃金 2.貨幣史 3.民國史  561.31  

金融市場概論 / 黃志典著 .-- 七版 .-- 

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4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2-19-9 (平裝)  

1.金融市場  561.7  

全集中!財富自由的呼吸法! / 陳詩元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使亞倫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31-0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投資 2.理財  563  

投資 5 年,本金從 4 萬到 1 億的女人 : 

從省錢、定存到股票,專屬小資女的

質感理財提案 / 淘淘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852-0 ( 平 裝 ) 

NT$330  

1.個人理財 2.財務管理 3.女性  563  

投資上癮 : 破百萬收聽 podcast「投

資癮」製作人 Wade,教你避免盲目交

易,設計自己的交易策略與獲利模式 

/ 簡瑋德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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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16-1 (平

裝) NT$400  

1.投資 2.個人理財  563  

投資理財規劃 / 李顯儀編著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08-0 (平裝) NT$420  

1.理財 2.投資  563  

投資常勝的致富態度 / 郭相俊著 ; 杜

彥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74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576-7 (平裝) NT$360  

1.財富 2.理財 3.投資 4.成功法  563  

韭菜投資學 : 0 失手投資規劃制訂 X8

要點培養投資執行力 X7 戒律保本絕

不再翻船 / 韋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66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16-854-4 (平裝) NT$360  

1.投資 2.理財  563  

*解鎖財務自由人生 : 華裔白手起家

創業行銷大師 Dan Lok 駱鋒,教你主

動掌控人生,引導你創造並享受屬於

你的財富與地位 / 駱鋒(Dan Lok)著 ; 

林祐丞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
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堡 壘 文 化 , 

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35-4-6 (平裝) NT$320  

1.個人理財 2.財富 3.成功法  56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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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金投資 設計寶典 / Dave C, 任以能, 

袁偉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10 .-

- 31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

489-8 (平裝)  

1.外匯交易 2.外匯投資 3.投資分析 

4.電腦軟體  563.23029  

小資懶人投資術 : 聰明買 ETF 年年

加薪 30% / Dr.Selana 楊倩琳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(玩藝 ; 108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22-7 (平裝) NT$390  

1.基金 2.投資  563.5  

我 8 歲,我會自己賺錢! : 任何人都能

學會的三檔指數基金投資法 / 艾倫.

羅斯(Allan S. Roth)作 ; 簡瑋君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出版 : 方言
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

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74-0-4 (平裝)  

1.共同基金 2.投資組合 3.投資  

563.5  

李佛摩股市操盤術 / 傑西.李佛摩著 ; 

陳旭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
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一

起來 思) .-- ISBN 978-626-95014-5-8 

(平裝) NT$320  

1.股票 2.投資分析 3.市場預測  

563.5  

配速持股法,我月領 10 萬股息 : 用跑

馬拉松的心法投資,5 年達成 FIRE / 

阿福の投資馬拉松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14-

7 (平裝) NT$380  

1.投資 2.投資技術  563.5  

*鄉民的提早退休計畫 / 泰勒.雷利摩

爾(Taylor Larimore)著 ; 資湘平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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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68-4-2 (平裝)  

1.投資 2.投資組合  563.5  

*鄉民的提早退休計畫 / 泰勒.雷利摩

爾(Taylor Larimore), 梅爾.林道爾(Mel 

Lindauer)作 ; 劉奕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樂金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8-3-5 (平

裝)  

1.柏格(Bogle, John C.) 2.投資 3.理財 

4.資本市場  563.5  

行為投資金律 : 現賺 4％行為差距紅

利,打敗 90％資產管理專家的行為獲

利法 則  / 丹尼爾 .克羅斯比 (Daniel 

Crosby)著 ; 李祐寧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64-3 (平裝) 

NT$450  

1.投資心理學 2.投資學  563.5014  

實用證券交易法 / 王志誠, 邵慶平, 洪

秀芬, 陳俊仁合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6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

136-8 (平裝) NT$700  

1.證券法規  563.51  

(金融證照)證券商高級業務員(重點

整理+試題演練) / 蘇育群編著 .-- 第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0-659-8 (平裝)  

1.證券投資 2.證券市場 3.證券法規  

563.53  

300 張圖看懂量價分析 : 3 小時破解

主力、法人買賣點,精準獲利 150%! / 

楊金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64-53-7 (平裝) NT$35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*我用 300 張圖看懂飆股的買賣訊號 : 

世界最強的布林通道指標,教你獲利

10 倍再出場! / 李洪宇著 .-- 新北市 : 

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49-0 (平

裝) NT$30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抄底大師鍊金絕學 : 股市磨劍 30 年

的 12 堂高手課 / 郭泰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02-6 (平裝) NT$52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股市放空獲利術. 2 : 歐尼爾放空實戰

守則 / 吉爾.莫萊爾斯(Gil Morales), 克

利斯.凱馳(Chris Kacher)著 ; 黃嘉斌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寰宇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2 面; 21 公分 .-

- (寰宇技術分析) .-- ISBN 978-986-

06229-8-0 (平裝) NT$50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股市覆盤學 : 王力群的投資觀點 / 王

力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經濟日報, 

11010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(投資理

財 ; 49) .-- ISBN 978-986-06879-2-7 (平

裝) NT$30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股價 X 線 : 股價技術性分析的極限 / 

許金華著 .-- 第拾版 .-- 新北市 : 許金

華, 11009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319-0 (平裝) NT$70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韭菜的自我修養  / 李笑來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192 面; 21 公分 .-- (一起來思) .-- ISBN 

978-626-95014-4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股票投資  563.53  

暴賺分時 K 線 : 用 146 張圖,讓你成

為 1%的股市獲利者 / 陳培樹著 .-- 新

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(Money ; 33) .-- ISBN 

978-986-5564-56-8 (平裝) NT$35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Python : 股票 X 期貨金融策略的 116

個關鍵技巧詳解  / 酆士昌, 劉承彥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4-896-1 (平裝)  

1.期貨交易 2.投資分析 3.Python(電

腦程式語言)  563.534029  

人壽與健康保險  / 許文彥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2-4-4 (平裝) NT$480  

1.保險學 2.人身保險 3.風險管理  

563.7  

轉 型 需 求 行 銷 攻 略  = Marketing 

strategy / 蔡錦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神角智識傳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17-1-

1 (平裝) NT$280  

1.保險規劃 2.保險行銷  563.7  

租稅申報實務 / 楊葉承, 宋秀玲, 楊智

宇編著 .-- 9 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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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3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2-1-3 (平裝) 

NT$480  

1.稅務 2.租稅  567.01  

稅務會計 = Tax accounting / 陳妙香, 

李娟菁, 汪瑞芝編著 .-- 10 版 .-- 臺北

市 :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7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72-6-8 (平裝) NT$690  

1.稅務會計  567.01  

稅法輯要. 110 年版 / 財政部賦稅署

編纂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政部, 

11009 .-- 13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45-18-8 (精裝) NT$180  

1.稅法  567.023  

稅務法規 : 理論與應用 / 楊葉承, 宋

秀玲, 楊智宇編著 .-- 14 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3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2-0-

6 (平裝) NT$650  

1.稅法  567.023  

實用不動產稅法精義 / 李佩芬編著 .-

- 八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76-0 (平裝) 

NT$630  

1.直接稅 2.房屋稅 3.土地稅 4.稅法  

567.2023  

危老重建地主稅負釋例 : 兼論房地

合一 2.0 觀點 / 林松樹, 林品硯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11-616-3 (平裝) NT$380  

1.財產稅 2.不動產  567.23  

政治 

解殖 : 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 / 瓦爾

特.米尼奧羅(Walter D. Mignolo)著 ; 

王嘉蘭, 唐慧宇, 周俊男, 黃杰譯 .-- 初

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

版社, 11010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批

判理論翻譯叢書系列) .-- ISBN 978-

986-5470-17-3 (平裝) NT$450  

1.後殖民主義 2.文集  570.11  

政府論 / 約翰.洛克(John Locke)著 ; 勞

英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76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典名著文庫 ; 137)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26-5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政治學 2.文集  570.7  

政治經濟地理學 / 歐崇敬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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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6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03-9 (平裝) NT$380  

1.政治地理學 2.經濟地理  571.15  

獨裁的異議 : 從雅典民主、羅馬共

和到近代獨裁的思辨 / 本村凌二著 ; 

李瑋茹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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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63-56-0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獨裁 2.政治制度 3.世界史  571.4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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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609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4-94-4 (下冊:平裝)  

1.行政學  572.9  

愛沙尼亞,解密全數位王國 : 一張數

位身份證就能超越 GAFAM!從全球

首創雲端治理成功模式,解讀數位化

矛盾與未來 / 維歐蘭.尚波提耶.德.里

伯(Violaine Champetier de Ribes), 尚.斯

畢里(Jean Spiri)作 ; 李靖晴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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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 

31) .-- ISBN 978-986-289-654-9 (平裝) 

NT$420  

1.資訊化政府 2.愛沙尼亞  572.9029  

金 門 政 治 生 態 學 . 上 冊  = Political 

ecology of Kinmen / 王宏男著 .-- 初
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

11010 .-- 4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32-3 (精裝) NT$450  

1.政治 2.福建省金門縣  573.07  

街頭創意民主台灣的歷史現場 / 翁

金珠編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財團法人

拓展文教基金會, 11009 .-- 21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75-1-3 (平裝) 

NT$450  

1.大眾傳播 2.宣傳 3.臺灣政治 4.臺

灣民主運動  573.07  

中華民國之一統  / 王之政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生活雜誌社, 11012 .-

- 48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9566-2-9 (平裝) NT$250  

1.兩岸關係 2.國家統一 3.文集  

573.09  

台港澳互動變局與奧港澳大灣區發

展機遇與挑戰 / 陳德昇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

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

23 公分 .-- (論壇 ; 23) .-- ISBN 978-

986-387-485-0 (平裝) NT$300  

1.兩岸關係 2.兩岸政策 3.區域經濟 

4.文集  573.09  

兩岸情勢與區域安全前瞻. 2021 / 黃

秋龍, 唐永瑞, 趙成儀, 莊國鼎, 黃錦

昇, 周瑞璋, 黃奕維, 楊宗新作 ; 劉文

斌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法務部調

查局展望與探索雜誌社, 11010 .-- 33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3-64-

1 (平裝) NT$330  

1.兩岸關係 2.區域安全 3.中國大陸

研究 4.文集  573.09  

被統治的藝術 : 中華帝國晚期的日

常政治 / 宋怡明著 ; 鐘逸明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37 面; 21 公分 .-- 

( 歷 史 大 講 堂 )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42-9 (平裝)  

1.中國政治制度 2.明代  573.16  

現行考銓法典 = Personnel law / 郭如

意主編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一品文

化出版社, 11009 .-- 2096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931-7-1 ( 平 裝 ) 

NT$680  

1.考銓法規  573.4023  

內政概要. 中華民國 110 年 = 2021 

Outlin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

Republic of China (Taiwan) / 內政部統

計處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內政部, 

11011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6-17-7 (平裝) NT$500  

1.內政部  573.561  

要得公道,打個顛倒 : 中國民族問題

與民主轉型 / 胡平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

市]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75-0-4 (平裝) NT$300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2.民主化 3.民族問

題 4.文集  574.107  

銳實力製造機 : 中國在香港、台灣、

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  / 方志恒

(Brian C.H. Fong), 吳 介 民 , 黎 安 友

(Andrew J. Nathan)主編  ; 鄭傑憶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出版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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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0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(左岸政

治 ; 327) .-- ISBN 978-626-95051-7-3 

(平裝) NT$600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2.政治經濟 3.國際

關係 4.文集  574.107  

*天下大亂 : 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,其

形成、挑戰、與不為人知的內幕  / 

喬許.羅金(Josh Rogin)著 ; 梁文傑翻
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0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3-50-8 (平裝) NT$560  

1.川普(Trump, Donald, 1946- ) 2.習近

平 3.中美關係 4.國際關係 5.國際政

治  574.1852  

跨域治理 / 李長晏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 11010 .-- 30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1-6-

4 (平裝) NT$350  

1.地方政治 2.公共行政 3.區域合作  

575  

金門縣施政指標(資料期間:民國 103

年-109 年) /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.-

- 金 門 縣 金 城 鎮  : 金 門 縣 政 府 , 

11010 .-- 7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33-0 (平裝) NT$150  

1.公共行政 2.政府統計 3.福建省金

門縣  575.231/205  

(警專入學考)史上最強!警專甲組歷

年試題超級詳解(含國文、英文、數

學甲、物理、化學) / 警專金榜編輯

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7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55-0 (平

裝)  

1.警政  575.8  

火災學 / 陳弘毅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大 碩 教 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48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4-89-0 (平裝) NT$560  

1.火災 2.消防  575.87  

消防學 / 陳弘毅編著 ; 李明憲協編 .-

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44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4-90-6 (平裝) NT$590  

1.消防  575.87  

警政工作年報. 109 年 / 內政部警政

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內政部警

政署, 11011 .-- 4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24-5 (精裝) NT$350  

1.警政 2.中華民國  575.8933  

新時代追夢人 / 任仲文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龍時代, 11010 .-- 458 面; 23

公分 .-- (科技館 ; EST013) .-- ISBN 

978-986-98780-7-4 (平裝) NT$600  

1.中國共產黨 2.人物志 3.中國大陸

研究  576.25  

彩虹國度去來 : 華人在非洲故事說

不完 / 黃淑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迪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344-9-8 (平

裝) NT$360  

1.華僑 2.非洲  577.26  

跨界築夢 : 臺灣新住民口述訪談 / 國

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輯 .-- 初

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, 

11010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4-46-2 (平裝) NT$450  

1.新住民 2.訪談 3.臺灣  577.67  

三虎一山 : 爭執不休的東亞手足,日

本、韓國、中國和台灣 / 麥可.布斯

(Michael Booth)著 ; 李佳純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(愛視界 ; 

20) .-- ISBN 978-986-06982-6-8 (平裝) 

NT$580  

1.國際關係 2.國際文化關係 3.東亞  

578.193  

外 交 部 聲 明 及 公 報 彙 編 . 109 = 

Statements and communiques / 外交部

公眾外交協調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外

交部, 11009 .-- 49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47-32-8 (平裝) NT$150  

1.中華民國外交 2.政府公報  

578.221  

播下人權種子 實踐希望未來 : 人權

素養專刊 / 張茂桂總編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, 11009 .-- 1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2-78-8 (平裝)  

1.人權 2.教育 3.臺灣  579.2703  

法律 

小心,原來這樣也有事! : 腦洞大律師

雷丘的生活法律常識與對策 / 雷丘

著 ; Apple 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

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(第一本 ; 109) .-- ISBN 

978-986-137-347-8 (平裝) NT$300  

1.法律 2.通俗作品  580  

如何法律,怎樣經濟 / 簡資修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45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6-138-2 (平裝)  

1.法律經濟學  580.1655  

吸睛影劇直探人性 : 法官寫給現代

人的 18 堂公民素養課 / 林孟皇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03-1 (平裝) 

NT$420  

1.法律教育 2.法學素養  580.3  

研之得法 :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

所成立十週年文集 = The way to law : 

in commemoration of the ILAS's 10th 

anniversary / 李建良主編 .-- 初版 .-- 

[臺北市] :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, 

11010 .-- 73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2-44-5 (精裝) NT$1000  

1.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 580.61  

憲法學的新視野. 三, 基本權利 / 張嘉

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7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14-2 (精裝) 

NT$450  

1.憲法 2.論述分析  581.1  

憲法案例研習講義 / 張陳弘編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6-133-7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2.憲法解釋  581.21  

憲法精要 / 董保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董保城, 11009 .-- 420 面; 17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52-7 (平裝)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 581.21  

中華民國憲法概論釋義 / 廖忠俊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8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51-7 (平裝) 

NT$280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2.憲法解釋  581.23  

民法入門 / 李淑明著 .-- 十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

621-7 (平裝) NT$700  

1.民法  584  

民法概要突破 / 鄭絜心編輯 .-- 修訂

第 7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日出版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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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10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(房地

產叢書 ; 54) .-- ISBN 978-957-8418-88-

2 (平裝) NT$550  

1.民法  584  

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要義 / 陳廷献

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8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53-1 (平裝) 

NT$520  

1.債法  584.3  

英美契約法  : 基本原則與案例  = 

Anglo-American law of contracts : basic 

principles and cases / 姚思遠, 黃心怡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61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29-0 (平裝) 

NT$760  

1.契約 2.個案研究 3.論述分析 4.英

美法系  584.31  

非訟事件法新論  / 姜世明著 .-- 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6-131-3 (平裝) NT$500  

1.非訟事件  584.8  

生活法律刑不刑  / 蘇銘翔著 .-- 八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11 .-- 

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

241-6 (平裝) NT$250  

1.刑法 2.刑事訴訟法 3.訴訟程序  

585  

經濟刑法 : 全球化的犯罪抗制 / 馬躍

中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14-9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1.經濟刑法 2.經濟犯罪 3.論述分析  

585.73  

惡魔噬食的靈魂 : 北九州連續監禁

虐殺事件 / 豊田正義作 ; 黃耀進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凌宇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02-2-5 (平裝) NT$360  

1.刑事案件 2.報導文學 3.日本  

585.8  

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 / 劉明生著 .-- 

六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11-610-1 (平裝) NT$750  

1.民事訴訟法 2.判例解釋例  586.1  

聲明異議 : 刑事詰問及詢問程序的

光與影 : 檢察官蒞庭活動的理論化

嘗試 / 彭聖斐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8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

132-0 (平裝) NT$900  

1.刑事審判  586.52  

保全性羈押原因之研究 : 以德國法

為中心 = A study on the grounds of the 

detention to protect criminal proceedings : 

focus on German law / 陳松檀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3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6-128-3 (平裝) NT$400  

1.羈押 2.刑事訴訟法 3.德國  

586.943/514  

當文創遇上法律 : 公司治理的挑戰 / 

劉承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

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8 面; 

21 公分 .-- (藝思有法 Arts Law ; 2) .-- 

ISBN 978-626-7031-08-7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公司法 2.組織管理  587.2  

變動中的公司法制 : 17 堂案例學會

<<公司法>> / 方嘉麟, 黃銘傑, 朱德

芳, 張心悌, 洪令家, 陳彥良, 曾宛如, 

林國彬, 周振峰, 洪秀芬, 馬秀如, 蘇

怡慈, 方元沂, 杜怡靜合著 ; 方嘉麟主

編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11-609-5 (平裝) NT$580  

1.公司法 2.論述分析  587.2  

票據法 / 林勝安, 闕廷諭, 王財驛著 .-

- 2 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11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

237-9 (平裝) NT$300  

1.票據法規  587.4  

破產法 / 黎民編著 .-- 四版 .-- [臺北

市]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 11009 .-- 4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1-5-7 (平

裝) NT$450  

1.破產法  587.81  

臺 灣 原 住 民 族 法 規 彙 編  = 

Compi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

related to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

republic of China (Taiwan)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11009 .-- 

136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5435-49-3 (平裝)  

1.原住民行政法規  588.29  

軍事 

姜太公兵法 / 呂尚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84) .-- 

ISBN 978-986-0799-47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兵法 2.謀略 3.中國  592.0915  

曾胡左兵學綱要  / 林之平作 .-- 再

版 .-- 臺北市 :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3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6-0979-9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兵法 2.清代 3.中國  592.097  

*戰略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110

年 : 戰略環境變遷下的印太戰略與

臺海安全 / 杜長青, 蔡明憲, 鄭緯綸, 

莊沼渠, 唐信賢, 何至中, 孫承祖, 黃

常明, 張水泉作 ; 張捷主編 .-- 初版 .-

- 桃園市 : 國防大學, 11009 .-- 253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6-92-5 (平

裝) NT$500  

1.軍事戰略 2.國防戰略 3.文集  

592.45  

秋風寶劍孤臣淚 : 蔣總統胡璉將軍

八二三手札 / 劉國青總編輯 .-- 新北

市  : 胡璉故居紀念館暨研究中心 , 

11010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(胡璉全

集 ; 4) .-- ISBN 978-986-95054-4-4 (精

裝)  

1.胡璉 2.蔣中正 3.八二三砲戰 4.戰

史 5.書信  592.9286  

國防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空權與

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/ 王乾恩, 徐

永憲, 黃俊明, 楊士賢, 廖宜恒, 潘宜

輝, 藍碧玲, 羅德駿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國防大學, 11010 .-- 12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46-93-2 (平裝) 

NT$320  

1.空防 2.國家安全 3.文集  599.607  

史地/傳記類 

史地總論 

我走過的路 : 余英時訪談錄 / 陳致訪

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文化叢刊)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30-6 (平裝)  

1.余英時 2.學術思想 3.史學方法 4.

人文學 5.訪談  603.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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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發現你的家鄉! : 如何製作手繪

地圖的方法 / 川村行治, 赤津直紀, 跡

部徹, 大内征作 ;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驗室, 行人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31-8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地圖 2.地圖繪製  609.2  

中國史 

不一樣的中國史. 13 : 從變法到革命,

顛覆帝制的時代-晚清 / 楊照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296-8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中國史  610  

社會地理學導論 : 古代中國社會的

認識傳承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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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12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297-1 (平裝) NT$380  

1.中國史 2.文明史  610  

歷史地理研究方法論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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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293-3 (平裝) NT$380  

1.歷史地理學 2.中國史  610  

20 場機關算盡、改變歷史的飯局 : 

不就吃個飯嗎?竟然風雲都變色了 / 

胡策陌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創意

市集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, 

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9-47-0 (平裝) NT$380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太喜歡歷史了 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
史. 5, 魏晉南北朝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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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3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89-

3 (平裝) NT$350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讀出歷史的內心戲 : 從六大角度綜

觀千年中國史,理解人物的行為和抉

擇,看懂事件的偶然與必然 / 溫伯陵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28-1 (平裝) 

NT$480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中國斷代史 

<<春秋三傳>>史事纂集暨春秋人物

言行錄 / 鄭立中編纂 .-- 初版 .-- [臺南

市] : 鄭立中, 11011 .-- 12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40-4 (平裝) 

NT$1500  

1.春秋三傳 2.研究考訂  621.7  

隋文帝傳 / 韓昇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584 面; 23 公分 .-- (歷史.中

國史) .-- ISBN 978-957-05-3369-9 (精

裝) NT$690  

1.隋文帝 2.傳記  623.74  

雍正帝 / 馮爾康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29-0 (平裝) NT$390  

1.清世宗 2.傳記  627.3  

*民國紀事本末 / 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0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46-

1 (精裝) NT$450  

1.近代史 2.民國史  627.6  

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  = A 

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

Chinese archives on the Defense of the 

Great Wall / 姜克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542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論

叢 ; 7) .-- ISBN 978-626-7036-18-1 (精

裝) NT$650  

1.長城戰役 2.戰史 3.歷史檔案  

628.46  

現實到超越之路  : 太平洋戰爭前

「滿州國」的政治文化與新文學  / 

劉恆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文豐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1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7-3319-7 (平

裝)  

1.滿州國 2.政治文化 3.現代文學 4.

文學評論  628.47  

七七事變真相揭秘 : 歷史並不如煙 / 

李惠蘭著 .-- 臺北市 : 傳記文學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7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06-92-3 (平裝) 

NT$380  

1.中日戰爭 2.七七事變  628.5  

疾風勁草 : 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

最 後 戰 役 (1949-1950) = Against all 

odds : Hu Tsung-nan and the Chinese 

Nationalist Army in the last battles on the 

mainland(1949-1950) / 胡為真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

(說史敘事 ; 3) .-- ISBN 978-626-7036-

29-7 (平裝) NT$400  

1.國共內戰 2.民國史  628.62  

中國地方志 

馬祖文化年鑑. 2020 = Matsu cultural 

almanac /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執行 .-- 

初版 .-- 連江縣南竿鄉 : 連江縣政府, 

11009 .-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29-3 (平裝)  

1.文化 2.福建省連江縣  

673.19/137.4  

金門永續環境行腳 / 吳啟騰著 .-- 初
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37-8 (平裝) NT$300  

1.自然地理 2.人文地理 3.福建省金

門縣  673.19/205.3  

老兵憶舊 : 大膽島雜談 / 林馬騰著 .-

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

局, 11011 .--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39-2 (精裝) NT$360  

1.軍事基地 2.人文地理 3.歷史 4.福

建省金門縣烈嶼鄉  

673.19/205.9/109.4  

日治時期海南島與南海寫真照片  / 

闞正宗導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2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00-46-4 (精

裝) NT$2500  

1.方志 2.照片集 3.日據時期 4.海南

島  673.71  

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. 3 : 東突厥斯坦

的獨立未來 / 伊利夏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10 .-- 36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80-5 (平

裝) NT$400  

1.民族獨立運動 2.新疆維吾爾自治

區  676.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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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 : 復國 VS 亡國 = Tibet : restoring 

the state vs the colonial 

(autonomic)(1951-2021) / 安樂業著 .-- 

臺北市 :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6921-9-9 ( 平 裝 ) 

NT$620  

1.西藏問題 2.歷史 3.西藏自治區  

676.62  

中國地理類志 

一條大河波浪寬 : 1949-2019 中國治

淮全紀實 / 潘小平, 余同友, 李雲, 許

含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塊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0 面; 23 公

分 .-- (人文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86-

99685-6-0 (平裝) NT$360  

1.報導文學 2.河川工程 3.淮河  

682.83  

中國遊記 

阿布杜熱施德.伊布拉欣中國紀行 / 

阿布杜熱施德.伊布拉欣著 ; 馬強, 韓

小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

社, 11010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(漢阿

波多語料文獻整理與研究. 第一輯 ; 

2) .-- ISBN 978-626-95091-0-2 (平裝) 

NT$800  

1.遊記 2.中國  690  

世界史地 

歷史 Z 咖搞什麼!法國皇室變裝玩伴、

希特勒的鋼琴家...改變世界的都是

偉人旁的小人物,75 個超有事真相爆

料 / 德爾芬.加斯頓(Delphine Gaston)

著 ; 詹文碩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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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53-2 (平裝) 

NT$320  
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 710  

世界史偵探柯南. 5, 黑死病的衝擊 / 

青 山 剛 昌 原 作  ; 山 岸 榮 一 , 河 本

Kemon 漫畫 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70-5 (平裝) NT$360  

1.世界史 2.文化史 3.漫畫  711  

希利爾的世界歷史 / 維吉爾.希利爾

作 ; 王奕偉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海

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392 面; 23 公分 .-- (汲古閣 ; 13) .-- 

ISBN 978-986-392-397-8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世界史 2.通俗史話  711  

歷史與真相 / 陳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09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44) .-- ISBN 

978-986-314-569-1 (平裝) NT$320  

1.世界史 2.通俗作品  711  

一四九三 : 哥倫布大交換如何形塑

現代的全球化世界? / 查爾斯.曼恩

(Charles C. Mann)著 ; 黃煜文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656

面; 21 公分 .-- (Beyond) .-- ISBN 978-

626-7052-00-6 (平裝) NT$680  

1.哥倫布(Columbus, Christopher) 2.世

界史 3.近代史 4.現代史  712.4  

1187 年 : 巨大信仰圈的出現 / 千葉敏

之編 ; 陳國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的轉

換期 ; 4) .-- ISBN 978-957-05-3368-2 

(平裝) NT$430  

1.文化史 2.世界史  713  

人類大歷史 : 知識漫畫. 2, 文明支柱 

/ 哈拉瑞(Yuval Noah Harari), 范德穆

倫(David Vandermeulen)合著 ; 卡薩納

夫(Daniel Casanave)繪圖 ; 林俊宏, 顏

志翔合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56 面; 28 公分 .-- (科學文化 ; 212) .-

- ISBN 978-986-525-338-7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文明史 2.世界史 3.漫畫  713  

小貓娜拉與我的單車環球冒險 / 迪

恩.尼可森(Dean Nicholson)著 ; 陳璽尹, 

林紋沛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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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

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13-0 (平裝) NT$400  

1.尼可森(Nicholson, Dean) 2.遊記 3.

世界地理 4.腳踏車旅行 5.貓  719  

亞洲史地 

一本書讀懂日本史 / 劉觀其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

(古學今用 ; 148) .-- ISBN 978-986-392-

390-9 (平裝) NT$350  

1.日本史  731.1  

日本近代史 / 林明德作 .-- 四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4-7306-2 (平裝)  

1.近代史 2.日本史  731.26  

韓國史 : 悲劇的循環與宿命 / 朱立熙

作 .-- 增訂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0 面; 21X19

公分 .-- (國別史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05-5 (平裝)  

1.韓國史  732.1  

ISIS 伊斯蘭國的新娘 : 13 名年輕女

子與無法離開的寡婦之屋 / 阿扎德.

莫阿維尼(Azadeh Moaveni)著 ; 李易

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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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488 面; 

23 公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463) .-- ISBN 

978-986-262-513-2 (平裝) NT$650  

1.伊斯蘭教 2.女性 3.寡婦 4.中東  

735  

海灣國家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發展論

文集 / 歐嘉瑞, 李登科, 馬穆德, 陳世

民等作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阿拉伯

文化經濟協會, 11010 .-- 2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中阿文庫 ; 40) .-- ISBN 978-626-

95213-0-2 (平裝)  

1.區域研究 2.文集 3.阿拉伯半島  

735  

皇華使程圖 / 阮輝美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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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43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7-193-8 (平裝) NT$1500  

1.中越關係 2.外交史 3.史料  738.34  

臺灣史地 

我的臺灣小百科 / 小天下編輯部編

著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0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08-0 (精

裝) NT$650  

1.通俗作品 2.臺灣  7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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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容顏 古早時光 / 徐宗懋圖文館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世語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6 面; 30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9-2-6 (精裝) 

NT$3800  

1.臺灣史 2.社會生活 3.照片集  

733.21  

台灣通史 / 黃源謀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
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0-782-1 (平裝) NT$395  

1.臺灣史  733.21  

阿亮老師趣說臺灣歷史 : 日治-民國 / 

莊典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聚光

文創, 11009 .-- 304 面; 22 公分 .-- (文

學書屋. 歷史文學 ; 柒) .-- ISBN 978-

986-06709-3-6 (平裝) NT$390  

1.臺灣史 2.歷史故事  733.21  

東寧王國興衰史 / 張復明著 .-- 臺南

市 : 台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, 11009 .-

- 2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1301-5-8 (平裝) NT$350  

1.明鄭時期 2.臺灣史  733.26  

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百年展 / 立

法院議政博物館編著 .-- 臺中市 : 立

法院議政博物館, 11010 .-- 97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48-6 (平裝)  

1.政治運動 2.議會政治 3.地方自治 

4.日據時期  733.28  

叢林中的山櫻花 : 高砂義勇隊 28 問 / 

蔡岳熹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5-5-7 (平裝) 

NT$360  

1.臺灣史 2.軍人 3.臺灣原住民族  

733.288  

為什麼我們要在意美國 : 從外交、

制度、重大議題全面解析台美關係 / 

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33-7 (平裝)  

1.臺美關係 2.國際關係  733.292552  

台灣觀光地理 : 閱讀臺灣的自然與

人 文牽引 對環 境的感 動與 關懷  = 

Tourism geography of Taiwan / 劉惠珍, 

何旭初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5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41-0 (平裝)  

1.臺灣地理 2.人文地理 3.旅遊  

733.3  

台灣地圖立體書  / 陳又凌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8 面; 17X17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08-6031-3 (精裝)  

1.地圖 2.臺灣  733.35  

123 生台灣 / 陳盈帆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(陳盈帆作

品集) .-- 注音板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40-5 (精裝)  

1.臺灣文化 2.社會生活 3.繪本  

733.4  

*台灣,世界的答案 : 加拿大為何會認

為台灣很重要? / 吳權益著 .-- 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8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49-

2 (平裝) NT$460  

1.臺灣文化 2.藝文活動  733.4  

傳統的反光 = Reflective of tradition / 

謝里法, 曹楷智, 李若梅, 陳達, 韓滉, 

張大夏, 阮義忠作 .-- 初版 .-- : 宜蘭縣

宜蘭市公所, 11010 .-- 208 面; 28 公

分 .-- (阮義忠台灣故事館. 影像文化

資產叢刊 ; 4) .-- ISBN 978-986-5418-

57-1 (精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攝影集 3.臺灣  733.4  

葡萄 / 藍濃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藍濃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6 面; 

15X11 公分 .-- 中日英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06507-1-6 (精裝) NT$920  

1.風物志 2.葡萄 3.臺灣  733.4  

掛號 10x10 : 文協百年紀念特刊 = 

Taiwan new cultural moment / 陳冠帆, 

涂豐恩, 黃裕元, 李姿穎, 陳慕真, 何

昱泓, 周馥儀, 張鐵志, 黃子寧, 林韋

聿, 陳志東, 徐聖凱, 張硯拓, 吳亮衡, 

陳力航, 曾士榮, 吳叡人撰文 ; 劉玟苓

主編 .-- [臺北市] :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0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2-37-1 (精裝)  

1.臺灣新文化運動 2.臺灣史 3.文集  

733.409  

單車環島必看!無經驗也 OK 的輕鬆

春夏旅行攻略 / 丹尼爾作 .-- 新北市 : 

經瑋文化, 11010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615-491-1 (平裝)  

1.臺灣遊記 2.腳踏車旅行  733.6  

海廢新視界 : 澎湖藝遊趣 / 劉禹慶

作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交通部觀光局

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, 11010 .-- 10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41-

8 (平裝) NT$200  

1.生態旅遊 2.裝置藝術 3.廢棄物利

用 4.澎湖國家風景區  733.64  

老謝的台灣記行 : 有時走路,有時吃

喝 / 謝金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

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 ; 7) .-- ISBN 

978-626-7014-19-6 (平裝) NT$380  

1.臺灣遊記  733.69  

單車環島必看!無經驗也 OK 的輕鬆

秋冬旅行攻略 / 丹尼爾作 .-- 新北市 : 

經瑋文化, 11011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615-492-8 (平裝)  

1.臺灣遊記 2.腳踏車旅行  733.69  

宜蘭學. 2021 / 陳志賢主編 .-- 新北市 : 

風雲論壇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9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893-94-0 (平

裝)  

1.區域研究 2.文集 3.宜蘭縣  

733.9/107.07  

二林東勢里的故事 = Dongshi Vil / 魏

金絨, 陳志園著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

彰化縣文化局, 11011 .-- 116 面; 20X21

公分 .-- (大家來寫村史 ; 50) .-- ISBN 

978-986-5473-25-9 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彰化縣二林鎮  

733.9/121.9/105.2  

乳香.草香.傘亮 : 金興庄 / 李忠孝著 .-

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

11011 .-- 152 面; 20X21 公分 .-- (大家

來寫村史 ; 49) .-- ISBN 978-986-5473-

24-2 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彰化縣秀水鄉  

733.9/121.9/123.2  

芳苑滄桑紀事 = Fangyuan / 洪勝湖

著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

局, 11011 .-- 216 面; 20X21 公分 .-- (大

家來寫村史  ; 48) .-- ISBN 978-986-

5473-23-5 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彰化縣芳苑鄉  

733.9/121.9/129.2  

白沙采風錄 : 花壇白沙村史 = Baisha 

/ 蔣敏全著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

化縣文化局, 11011 .-- 172 面; 20X21

公分 .-- (大家來寫村史 ; 51) .-- ISBN 

978-986-5473-26-6 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彰化縣花壇鄉  

733.9/121.9/131.2  

舊 愛 雲 林  : 26 則 雲 林 ㄟ 故 事  = 

Cultural Affairs Bureau, Yunlin Count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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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vernment / 陳璧君總編輯 .-- 二版 .-

-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 : 雲 林 縣 政 府 , 

11010 .-- 1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50-29-4 (平裝) NT$350  

1.歷史 2.房屋建築 3.雲林縣  

733.9/123.2  

咬一口青綠  : 燕巢與大社特展  = 

Kaohsiung Exhibition : take a bite of 

Yanchao and Dashe / 行政法人高雄市

立歷史博物館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行 政 法 人 高 雄 市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, 

11009 .-- 76 面; 26 公分 .-- (展高雄系

列 專 刊 ) .-- ISBN 978-986-5465-52-0 

(平裝) NT$20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高雄市燕巢區 

4.高雄市大社區  733.9/131.9/151.2  

泥土怪傳奇 : 高雄泥岩惡地的故事 / 

金山國小學生圖.文 .-- 高雄市 : 高雄

市燕巢區金山國民小學, 11010 .-- 40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55-

1 (精裝) NT$300  

1.泥火山 2.自然景觀 3.人文地理 4.

繪本 5.高雄市燕巢區  

733.9/131.9/151.3  

越嶺紀 / 王威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4-52-6 (平裝) NT$340  

1.旅遊文學 2.花蓮縣 3.南投縣  

733.9/137.69  

利 吉惡地 地質 公園解 說員 手冊  = 

Lichi Badlands Geopark / 劉瑩三編著 .-

- 初版 .-- [花蓮縣壽豐鄉] : 國立東華

大學, 11012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32-3-6 (平裝)  

1.天然公園 2.地景保育 3.解說 4.臺

東縣卑南鄉  733.9/139.9/111.64  

澎湖縣文化資產手冊. 2021 / 陳英俊

總纂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政府

文化局, 11009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- 

(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; 322) .-- ISBN 

978-986-5427-72-6 (平裝)  

1.文化資產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 4.

澎湖縣  733.9/141.6  

歐洲史地 

與山的一支獨舞 : 與自己同行,阿爾

卑斯山攀登之旅  / 林雋執筆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0 .-- 324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Insight) .-- ISBN 978-957-14-7294-2 

(平裝)  

1.遊記 2.登山 3.旅遊文學 4.阿爾卑

斯山  740.9  

一本書讀懂英國史 / 劉觀其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

(古學今用 ; 149) .-- ISBN 978-986-392-

391-6 (平裝) NT$350  

1.英國史  741.1  

宗教、自由貿易與美國獨立 : 從塔

克看英格蘭啟蒙  / 陳建元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

(史地傳記類)(讀歷史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69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塔克(Tucker, Josiah, 1713-1799) 2.英

國史 3.宗教哲學 4.經濟思想 5.政治

思想  741.25  

一本書讀懂德國史 / 劉觀其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

(古學今用 ; 150) .-- ISBN 978-986-392-

392-3 (平裝) NT$350  

1.德國史  743.1  

樂遊義大利 : 跟著歌劇去旅行 / 連純

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連純慧 , 

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62-6 (平裝) NT$450  
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義大利  745.09  

威尼斯 / 珍.莫里斯(Jan Morris)作 ; 鄭

明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

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, 

11010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名家

旅行文學 ; MM1087X) .-- ISBN 978-

986-0767-28-5 (平裝) NT$560  

1.遊記 2.人文地理 3.義大利威尼斯  

745.7639  

馬爾他冒險記 / 許逸羚著 .-- 臺北市 : 

活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1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3-7-

0 (平裝)  
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馬爾他  749.89  

美洲史地 

紐約尋寶記 / Podoal Friend 作 ; 姜境

孝繪 ; 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8

面; 26 公分 .-- (世界歷史探險 ; 55) .-- 

ISBN 978-957-658-669-9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歷史 2.漫畫 3.美國紐約市  

752.71711  

在路上 / 阿力金吉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92 面 ; 17X23 公 分  .-- 

(catch) .-- ISBN 978-986-0777-56-7 (精

裝)  
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插畫 4.美國新

墨西哥州  752.7659  

大洋洲史地；兩極地區 

澳洲認真使用須知 : 一枚資深澳客

的真情分析與不完全採樣 / 二花小

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Across ; 57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507-4 (平裝) NT$400  

1.文化 2.社會生活 3.澳大利亞  

771.3  

極地奇跡 / 朱建銘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

東市 : 台東縣診所協會, 11009 .-- 1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61-0-

0 (平裝) NT$380  

1.生態旅遊 2.北極 3.南極  778.9  

傳記 

猜猜他是誰?影響世界的名人 : 一窺

他 們 的 童 年 趣 事 ! / Petra Texlová, 

Tomáš Tůma 作 ; Tomáš Tůma 繪 ; 穆

允宜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

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8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40-7 (精裝)  

1.世界傳記 2.通俗作品  781  

衛國干城 : 八年抗戰國民革命軍名

將傳略 / 滕昕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老戰友工作室軍事文粹部, 11009 .-- 

192 面; 23 公分 .-- (國魂系列 ; 25) .-- 

ISBN 978-986-98742-6-7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軍人 2.人物志 3.中國  782.21  

浯鄉人物側寫 / 寒玉著 .-- 初版 .-- 金

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10 .-

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8-34-7 (精裝) NT$500  

1.人物志 2.傳記 3.福建省金門縣  

782.631/20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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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學宰相 : 資治通鑑驚天下,千古賢

臣司馬光 / 李金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9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874-2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(宋)司馬光 2.傳記  782.8515  

品德完人 : 黃偉 / 黃逸歆著 .-- 初版 .-

- 金門縣金城鎮  : 金門縣文化局 , 

11009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- (金門進士

叢書 ; 3) .-- ISBN 978-986-5468-24-8 

(平裝) NT$300  

1.(明)黃偉 2.傳記  782.866  

余英時傳 / 周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55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7-489-8 (精裝)  

1.余英時 2.傳記  782.886  

吳忠信日記(1957) = The diaries of Wu 

Chung-hsin, 1957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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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82 面; 

21 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80) .-- ISBN 

978-626-7036-19-8 (平裝) NT$350  

1.吳忠信 2.傳記  782.887  

吳忠信日記(1958-1959) = The diaries 

of Wu Chung-hsin,1958-1959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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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

- 294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81) .-

- ISBN 978-626-7036-20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吳忠信 2.傳記  782.887  

股市之神 : 是川銀藏投資準則與傳

奇一生 / 呂理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 

373) .-- ISBN 978-957-13-9498-5 (平裝) 

NT$280  

1.是川銀藏 2.投資 3.傳記  783.18  

看哪,勇敢者 / 余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09 .-- 35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83-6 (平裝) 

NT$400  

1.臺灣傳記 2.人物志  783.32  

客家貢獻獎得獎人輯錄. 2021 = 2021 

Hakka contribution award / 鍾孔炤總編

輯 .-- 新北市 : 客家委員會, 11009 .-- 

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

45-8 (平裝)  

1.臺灣傳記 2.客家  783.32  

幸福百分百 : 宜蘭縣百歲人瑞專輯. 

一一 0 年 / 游芳男, 沈如峰, 吳佩旻, 

戴永華採訪撰稿 ; 戴永華主編 .-- 宜

蘭市 : 宜蘭縣政府, 11009 .-- 120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8-55-7 (平

裝)  

1.臺灣傳記 2.宜蘭縣  783.36/107  

百歲大吉 : 2021 臺東縣百歲人瑞故

事寫真 / 許淑芬, 許政揚, 陳映潔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政府, 

11010 .-- 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19-55-4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傳記 3.臺東縣  

783.36/139  

旅美憶往 : 我的醫學圖書館歲月 / 范

豪英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方

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15-

8 (平裝) NT$320  

1.范豪英 2.回憶錄 3.醫學圖書館  

783.3884  

一九四九.走過與再生 : 顏嘉德老兵

生命史 / 黃秀端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54-8 (平裝) NT$350  

1.顏嘉德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刀鋒戰將胡璉 : 金門王與蔣介石恩

怨 / 張友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暖

暖 書 屋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5-7-5 (平裝) NT$350  

1.胡璉 2.傳記  783.3886  

王平安醫師回憶錄 : 一個彰化囝仔

的故事 / 王平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書泉出版社, 11011 .-- 17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35-5 (平裝) 

NT$300  

1.王平安 2.醫師 3.自傳 4.臺灣  

783.3886  

外婆傳說 / 小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博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6877-8-

3 (平裝) NT$300  

1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竹山女兒的跨國創業之旅 : 與姜家

華教授偕行 / 詹琇琴作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26-4 ( 精 裝 ) 

NT$500  

1.詹琇琴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走 在 世 界  我 的 時 尚 人 生  : Club 

Designer 創辦人高秋鴻的機遇選擇與

豐盛之旅 / 高秋鴻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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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People ; 

471) .-- ISBN 978-957-13-9457-2 (平裝) 

NT$380  

1.高秋鴻 2.女性傳記 3.創業 4.時尚 5.

品牌  783.3886  

春風永化雨.張春興 : 當代教育心理

學巨擘 / 劉蘭辰主編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 :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22-76-6 (平裝)  

1.張春興 2.教育心理學 3.臺灣傳記 

4.文集  783.3886  

神匠鬼斧造容顏 : 臺灣木偶之父許

協 榮  = Celestial skills : Hsu Hsieh-

Jung,pioneer of Taiwanese puppetry / 曾

俊豪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
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偶戲館 , 

11010 .-- 2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9116-1-1 (精裝) NT$500  

1.許協榮 2.雕刻 3.木偶戲 4.民間技

藝 5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國立中山大學國家講座教授梁定澎

行誼紀念文集 / 賴香菊, 魏志平主
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

管理學院, 11010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276-5-7 (平裝)  

1.梁定澎 2.臺灣傳記 3.文集  

783.3886  

*梁湘潤先生紀念文集 / 梁翰編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卯出版社, 11009 .-

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133-6-5 (平裝) NT$400  

1.梁湘潤 2.傳記 3.文集  783.3886  

淬煉 : 台灣職棒傳奇總教練的故事! / 

徐生明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凱特文

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You can ; 40) .-- ISBN 978-

986-06048-2-5 (平裝) NT$360  

1.徐生明 2.棒球 3.運動員 4.臺灣傳

記  783.3886  

國際小兒骨科大師 : 郭耿南教授回

憶錄 / 郭耿南著 .-- 臺北市 : 臺大校

友雙月刊, 國立臺灣大學, 11010 .-- 

196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842-1-8 (精裝) NT$3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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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郭耿南 2.回憶錄 3.實證醫學 4.醫

學教育  783.3886  

新台灣精神 : 林麗蟬從柬埔寨到台

灣的文化融合與在地耕耘 / 林麗蟬

口述 ; 李世偉採訪.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

(People ; 473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56-2 (平裝) NT$280  

1.林麗蟬 2.臺灣傳記 3.新住民 4.立

法委員  783.3886  

傳誠 : 台灣電聲推手廖祿立的人生

思索 / 傅瑋瓊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20-2 (平裝) NT$400  

1.廖祿立 2.企業經營 3.臺灣傳記  

783.3886  

維小的我想撼動這個世界 / 陳景維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92-7 (平裝) 

NT$250  

1.陳景維 2.肌肉萎縮症 3.臺灣傳記  

783.3886  

蔡文甫先生 : 凡夫俗子不凡不俗的

一生 / 李瑞騰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44 面; 

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 1365) .-- ISBN 

978-986-450-368-1 (平裝) NT$280  

1.蔡文甫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稻花開的時候 : 梁金池的糯米盛世 / 

江水緣作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

縣文化局, 11010 .-- 306 面; 21 公分 .-

- (磺溪文學. 第 29 輯, 彰化縣作家作

品集) .-- ISBN 978-986-5473-19-8 (平

裝) NT$150  

1.梁金池 2.農業 3.稻米 4.臺灣傳記  

783.3886  

盡力而為 / 裴芳詩(Thi Bui)文.圖 ; 宋

瑛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, 11011 .-

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210-5 (平裝)  

1.自傳 2.漫畫 3.越南  783.838  

權貴與壞蛋 : 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

世日記 / 萊奧納.巴伯(Lionel Barber)

著 ; 謝孟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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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莫若以

明 ; 30) .-- ISBN 978-626-7012-96-3 (平

裝) NT$560  

1.巴伯(Barber, Lionel) 2.國際金融 3.

回憶錄  784.18  

泥濘中的老虎 : 德國戰車指揮官的

戰爭回憶 / 奧托.卡留斯(Otto Carius)

著 ; 常靖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原出版 , 

11011 .-- 41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55-2-4 (平裝) NT$550  

1.卡留斯(Carius, Otto) 2.傳記 3.第二

次世界大戰  784.38  

梅克爾傳 : 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 / 凱

蒂 .馬頓(Kati Marton)著  ; 廖月娟翻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6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16)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27-1 (平裝)  

1.梅克爾(Merkel, Angela, 1954- ) 2.女

性傳記 3.德國  784.38  

後來,我告了報社老闆 : 一本直擊新

聞製造內幕的前總編輯回憶錄 / 大

衛.希門內斯(David Jimenez)著 ; 馬巧

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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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3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60-8 (平

裝) NT$420  

1.希門內斯(Jimenez, David) 2.新聞業 

3.回憶錄 4.西班牙  784.618  

WILL : 威爾史密斯回憶錄 / 威爾.史

密 斯 (Will Smith), 馬 克 . 曼 森 (Mark 

Manson)著 ; 李建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12-7-7 (平裝) NT$580  

1.史密斯(Smith, Will, 1968-) 2.演員 3.

歌星 4.回憶錄  785.28  

奧黛麗.赫本 : 一個優雅的靈魂 / 西恩.

赫本.法拉(Sean Hepburn Ferrer)著 ; 莊

靖譯 .-- 四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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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56 面; 

27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 ; FS0140C) .-- 

ISBN 978-626-315-032-4 ( 精 裝 ) 

NT$599  

1.赫本(Hepburn, Audrey, 1929-1993) 2.

演員 3.傳記  785.28  

謙卑先生與屠夫醫生 : 一位腦神經

外科醫生對移植人類大腦的追求,以

及靈魂移植的探索 / 布蘭迪.席萊斯

(Brandy Schillace)著 ; 徐仕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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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6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00-5 (平裝) 

NT$450  

1.懷特(White, Robert Joseph, 1926-

2010) 2.神經外科 3.醫師 4.傳記 5.美

國  785.28  

文物考古 

鈔卷雕板. 2021 :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

會論文集 / 黃彥達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紙文物維護學會, 11011 .-- 8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856-8-1 (平裝) 

NT$400  

1.文物保存維護 2.文物修復 3.文集  

790.7207  

拴馬索 / 王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善聞文化創意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8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4-4-

8 (精裝) NT$280  

1.古器物 2.古玩  790.74  

漢代玉雕綜論 / 劉嶔琦, 方勝利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60-9 (精裝) 

NT$3000  

1.玉器 2.玉雕 3.漢代 4.文集  

794.407  

新疆地埋寶藏記 / 阿爾伯特.馮.勒.寇

克(Albert von le Coq)作 ; 劉建台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 ; 

9) .-- ISBN 978-986-0767-34-6 (平裝) 

NT$480  

1.勒.寇克(Le Coq, Albert von, 1860-

1930) 2.考古遺址 3.文物 4.新疆維吾

爾自治區  797.8  

語言/文學類 

語言文字學 

這個詞,原來是這個意思(精選輯) / 許

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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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0-106-7 (上冊:平裝) 

NT$299 .-- ISBN 978-626-310-107-4 (下

冊:平裝) NT$299  

1.漢語 2.詞源學  802.18  

跟紅豆妮綠豆兵-學詞語 / 沈心潔文 ; 

謝文瑰, BOB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132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46-1 (平裝) NT$290  

1.漢語 2.詞源學 3.通俗作品  802.18  

奇文妙語童話小鎮. 2 : 錯別字商店街 

/ 謝鴻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52

面; 21 公分 .-- (小魯語文堡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37-0 (平裝) NT$300  

1.漢語 2.錯別字 3.通俗作品  802.29  

古文字入門 / 朱歧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27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5-1873-2 (平裝) NT$500  

1.古文字學 2.中國文字  802.291  

全方位彩色成語辭典 / 賴慶雄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

11010 .-- 75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2-408-2 (精裝) NT$400  

1.漢語詞典 2.成語  802.35  

最新全年形音義訓練日記 / 蔡有秩

編著  .-- 新北市  : 螢火蟲出版社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52-409-

9 (上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

986-452-410-5 (下冊:平裝) NT$350  

1.漢語 2.聲韻 3.中國文字 4.字體 5.問

題集  802.49022  

閩南語音字分清楚. 1 : 語言用字暨詞

彙分類 / 鄭安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194-7 (平裝) NT$400  

1.閩南語 2.語音 3.詞彙  802.52324  

閩南語音字分清楚. 2 : 類似音字暨多

音錯音 / 鄭安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203-6 (平裝) NT$450  

1.閩南語 2.語音 3.詞彙  802.52324  

(教甄教檢)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/ 

徐弘縉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7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663-5 (平裝)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  

來!學華語. 第一冊, 課本 = Let's learn 

Mandarin textbook. 1 / 孫懿芬, 曹靜儀, 

王慧娟, 張家銘, 黃亭寧編寫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, 

11011 .-- 17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7-38-8 (平裝) NT$250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5  

印傭會話一指通 / 哈福編輯部編著 .-

- 增訂 1 版 .-- 新北市 : 哈福企業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印

尼語系 ; 10) .-- ISBN 978-626-95048-5-

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49  

1.漢語 2.會話  802.86  

實用中日同形詞攻略法 / 張瓅勻, 魏

吟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正中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9-1984-4 (第 1

冊:平裝) NT$480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6  

日本語基礎 50 音千萬不要背!寫寫就

會! / 福田真理子, 西村惠子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

(實用日語 ; 2) .-- ISBN 978-986-246-

648-3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99  
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  803.1134  

越寫越讀越上手 日語五十音習字帖 

/ DT 企劃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笛

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- 9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31-9 (平

裝) NT$130  
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  803.1134  

日本語類義表現應用大全 / 市川保

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出

版社, 11011 .-- 8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4-188-1 (平裝) NT$550  

1.日語 2.語法  803.16  

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: 日本經典童

話故事 / 何欣泰著 ; 山本峰規子繪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大

字清晰版 .-- ISBN 978-957-710-830-2 

(平裝) NT$340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誰都學得會的航空.旅遊日語 / 陳姿

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

(日語學習系列 ; 60) .-- ISBN 978-986-

5560-43-0 (平裝) NT$380  

1.日語 2.航空運輸 3.讀本  803.18  

JLPT 新日檢(N1 文字.語彙)經典 1000

題大作戰 / 李曉東編著 .-- 初版 .-- [臺

北市]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原來如

此 ; J050) .-- ISBN 978-986-5507-82-4 

(平裝)  
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合格必勝!N2 新日檢 : 必考文法總整

理 / 劉文照, 海老原博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10-832-6 (平裝) NT$360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合格 全攻略!新制日檢 N5 必背

必出閱讀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

惠子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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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

(絕對合格 ; 21) .-- ISBN 978-986-246-

644-5 (平裝) NT$310  
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合格!日檢文法機能分類寶石題

庫 N4 / 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, 大山和

佳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

(日檢滿點 ; 7) .-- ISBN 978-986-246-

643-8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10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高分!新日檢必考單字速成 N4 / 

朱讌欣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
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新日檢系

列 ; 3) .-- ISBN 978-986-5544-54-6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330  
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新日檢 N2 言語知識(文字.語彙.文法)

全攻略 / 林士鈞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

23 公分 .-- (檢定攻略系列 ; 70) .-- 

ISBN 978-986-5560-44-7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*穩紮穩打!新日本語能力試驗. 文法.

讀解特別篇 : 長句構造解析 for N1、

N2 /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.-- 初

版 .-- 屏東市 :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8 面; 19X24 公分 .-- (高階

系列. 文法) .-- ISBN 978-986-97784-8-

0 (平裝) NT$400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

58 

 

圖解韓語基本 2000 字 / 郭修蓉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語言學

習 ; 21) .-- ISBN 978-626-7009-99-4 (平

裝) NT$350  

1.韓語 2.詞彙  803.22  

韓語超短句 : 從「是」(네)開始 / 陳

慶德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統一
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60 面; 23

公分 .-- (韓語學習系列 ; KM41) .-- 

ISBN 978-986-99369-5-8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韓語 2.讀本  803.28  

旅 人 的 韓 語 使 用 說 明 書  = Korean 

phrasebook for travelers / 

TalkToMeInKorean 作 ; 陳靖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

- (EZ Korea ; 36) .-- ISBN 978-986-0795-

69-1 (平裝) NT$320  

1.韓語 2.會話 3.旅遊  803.288  

臺語演講三五步 / 劉明新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11 .-- 

59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

986-7 (平裝) NT$650  

1.臺語 2.演說  803.3  

消失中的臺語 : 阿娘講的話 / 陳志仰

作 .-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10 .-- 33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25-

6 (平裝) NT$400  

1.臺語 2.詞彙  803.32  

消失中的臺語 : 偕厝邊頭尾話仙 / 陳

志仰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10 .-- 

3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

26-3 (平裝) NT$400  

1.臺語 2.詞彙  803.32  

簡易學梵字. 進階篇 / 林光明作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佛教

小百科 ; 21) .-- ISBN 978-626-95127-0-

6 (平裝) NT$350  

1.梵文  803.4091  

我 的 第 一 本 泰 語 發 音  / สุนิสา 

วทิยาปัญญานนท ์ (Sunisa 

Wittayapanyanon), 上原みどりこ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出版社, 

11011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4-189-8 (平裝) NT$499  

1.泰語 2.發音  803.7541  

初級越南語 / 黎氏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08 面; 30 公分 .-- (外語學習 ; 97) .-- 

ISBN 978-986-5560-39-3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越南語 2.讀本  803.798  

高級越南語 / 潘氏清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320 面; 26 公分 .-- (外語學習系列 ; 

99) .-- ISBN 978-986-5560-42-3 (平裝) 

NT$500  

1.越南語 2.讀本  803.798  

初級越南語會話  / 黎氏仁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(外語學

習 ; 98) .-- ISBN 978-986-5560-40-9 (平

裝) NT$450  

1.越南語 2.會話  803.7988  

實境式照單全收 圖解西班牙語單字

不用背 / 鄭雲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國際學村出版社, 11011 .-- 352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84-3 (平裝) 

NT$499  

1.西班牙語 2.詞彙  804.72  

我和孩子的第一本親子英文會話書 : 

互動教案 X 日常對話 X 豐富單字,語

感大提升! / 蔡文宜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原來如

此 ; E253) .-- ISBN 978-986-5507-81-7 

(平裝)  

1.英語 2.學習方法 3.親子  805.1  

發現英語  = Wonders of the English 

language / 王旭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0 面; 

23 公分 .-- (語言學) .-- ISBN 978-957-

445-961-2 (平裝) NT$450  

1.英語 2.語言學  805.1  

愛咪阿嬤的 ABC = Granny Amy's ABC 

/ 陳寶桂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寶

桂, 11009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57-43-9373-2 (平裝) 

NT$600  

1.英語 2.字母  805.11  

語源解說 X 圖像聯想 : 超高效英文

單字連鎖記憶法 / 汪汪著 ; 郭欣惠, 

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54-3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練英單. 2 : 108 課綱核心字彙邊背邊

練習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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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0-073-5 (16K 平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練英單. 1 : 108 課綱常用字彙邊背邊

練習, Levels 1–2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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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0-072-8 (16K 平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關鍵英單 . 1 : 108 課綱進階字彙 , 

Level 1–2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= 

Learn to use words smartly 1 / Judy 

Majewski, 葉立萱著 .-- 臺北市 : 寂天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71-

1 (16K 平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比較文法 / 黃省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黃省三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09-1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英語 2.語法 3.修辭學  805.16  

生活英語聽慣、看慣自然就上手! / 

里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76 面; 21

公分 .-- (英語 Jump ; 7) .-- ISBN 978-

986-246-649-0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25  

1.英語 2.句法 3.會話  805.169  

Essential restaurant English(寂天雲隨

身聽 APP 版) / Marie Szamborski 作 .-- 

二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0-068-1 (第 1 冊:16K

平裝)  

1.英語 2.餐飲業 3.讀本  805.18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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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136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67-4 (第

2 冊:菊 8K 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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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(寂天雲隨身

聽 APP 版) / Zachary Fillingham, Owain 

Mckimm, Richard Luhrs, Brian Foden

著 ; 劉嘉珮, 丁宥榆, 黃詩韻, 林育珊

譯 .-- 二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79-7 (第 3

冊: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偷吃步  : 用中文溜英語  / 張小怡 , 

Johnson Mo 合著 .-- 增訂 1 版 .-- 新北

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10 .-- 208 面; 19

公分 .-- (英語通 ; 10) .-- ISBN 978-986-

5544-52-2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49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轉學考英文應考方略 / 陳仲平編著 .-

- 五 版  .-- 新 竹 市  : 偉 文 出 版 社 , 

11010 .-- 7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39-4-4 (平裝) NT$78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大腦 20 倍記憶力量 : 每天 15 分鐘打

造吃喝玩樂英語會話即戰力 / 黃琪

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

團 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03-0-6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
線上交流新世代,英語會話開口說 / 

Kevin Zhu, 許澄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英語學

習 ; 18) .-- ISBN 978-986-5507-80-0 (平

裝) NT$35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
GEPT 全民英檢中高級必考單字 / Jim 

Foster, Christine Webb 著 .-- 三版 .-- 新
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3-69-2 (平裝) NT$380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892  

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: 聽力實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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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

- (常春藤全民英檢系列 ; G62-2) .-- 

ISBN 978-986-06662-8-1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4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92  

New TOEIC 必考單字片語 / 張小怡, 

Johnson Mo 合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

文化, 11010 .-- 304 面; 19 公分 .-- (多

益系列 ; 3) .-- ISBN 978-986-5544-53-9 
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99  
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3.慣用語  

805.1895  

全新!新制多益 TOEIC 口說題庫解析 

/ 李旼河, Siwon School Lanhuage Lab

著 ; 張芳綺譯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

出版社, 11011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4-186-7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全新制多益 TOEIC 考試有祕密 : 30

天挑戰多益 600 分 / Melinda Wang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68-4-0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讓 74 億人都驚呆的多益單字心智地

圖 / Raymond Tsai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170-

8 (平裝) NT$379  
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 805.1895  

文學 

翻譯錯誤備忘書 = A memorandum of 

translation errors / 史宗玲, 吳怡萍, 長

安靜美作 .-- 1 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

雄科技大學外語學院出版 : 國立高

雄科技大學發行, 11009 .-- 330 面; 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7-4-2 (平裝) 

NT$250  

1.翻譯  811.7  

勾引大腦 : 沉浸式的故事力,讓任何

人為你的說法買單 / 麗莎.克隆(Lisa 

Cron)著 ; 実瑠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2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25-5 (平裝) NT$380  

1.說故事 2.寫作法  811.9  

超圖解創意寫作 : 讓孩子輕鬆寫出

好劇本 / 安迪.普倫提斯, 馬修.歐丹

文 ; 漢娜.佩克圖 ; 鄒嘉容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04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29-5 (平裝) 

NT$420  

1.劇本 2.寫作法  812.31  

揭開達文西密碼的真相 / 達瑞爾.博

克著 ; 張偉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50 面; 

21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

5569-40-2 (平裝) NT$520  

1.小說 2.文學評論  812.7  

靈魂重開機 : 臺北詩歌節詩選. 2021 

= Reboot of the soul : an anthology of 

poems for the 2021 Taipei poetry festival 

/ 楊佳嫻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- 10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35-7 (平裝) 

NT$100  

 813.1  

*大疫年代十日談 : 世界當代名家為

疫情書寫的 29 篇故事 / 紐約時報雜

誌主編 ; 徐立妍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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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木馬文

學 ; 155) .-- ISBN 978-626-314-054-7 

(平裝) NT$420  

 813.7  

365 天床邊故事. 春 / 小紅花童書工

作室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9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74-6 (精裝) 

NT$280  

 815.93  

中國文學 

晚鳴軒論文集 / 葉慶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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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10

面; 21 公分 .-- (學術研究叢刊) .-- 

ISBN 978-986-350-496-2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1.中國文學 2.中國文學史 3.文學評

論 4.文集  820.7  

銘傳大學「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」

論文集. 2021 年 / 游秀雲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

學系所, 11011 .-- 145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584-33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中國文學 2.文集  820.7  

圖解中國文學 = Chinese literature / 姜

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56 面; 23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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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271-921-3 (平裝) 

NT$490  

1.中國文學 2.文學評論  820.7  

近代中國佛教文學史稿 / 譚桂林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(人

文系列 ; 3) .-- ISBN 978-986-99685-7-7 

(平裝) NT$450  

1.中國文學史 2.佛教文學 3.文學評

論  820.9  

*情典的生成 : 張學與紅學 / 周芬伶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

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(印刻文學 ; 660) .-

- ISBN 978-986-387-478-2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張愛玲 2.紅學 3.中國文學 4.文學

評論  820.9  

說部美學與文體實驗 : 上海新感覺

派的重寫研究 = The rewriting research 

of Shanghai Neo-Sensation School / 徐

禎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

大學政大出版社出版 : 國立政治大

學發行, 11009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40-4-0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中國文學史 2.白話文學史  820.9  

為作家寫的書 : 當代台港女作家論 / 

張雪媃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

創, 11010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新銳

文叢 ; 47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540-78-4 (平裝) NT$280  

1.中國當代文學 2.女性文學 3.文學

評論  820.908  

中國詞學的現代觀 / 葉嘉瑩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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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(學術研究叢刊) .-

- ISBN 978-986-350-495-5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詞  823  

韻體詞評 : 清代論詞絕句與論詞長

短句研究 / 林宏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30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

1874-9 (平裝) NT$450  

1.詞論 2.清代  823.87  

中國文學總集 

中文閱讀與表達 / 郭妍伶編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

道學系, 11010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32-0-7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國文科 2.讀本  836  

中興國文 /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

系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

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51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77-7 (平

裝) NT$450  

1.國文科 2.讀本  836  

青春作伴 : 閱讀名家書寫人生 / 許如

蘋, 邱永祺, 黃雅琦, 洪瓊芳, 林宏達, 

馬琇芬, 李宗定合撰 ; 馬琇芬主編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0-185-2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1.國文科 2.讀本  836  

現代文學 : 新詩與小說選讀 = Modern 

literature / 王欣濼, 向麗頻, 陳文豪, 陸

冠州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32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0-184-5 (平

裝) NT$350  

1.國文科 2.讀本  836  

中國文學別集 

黃山谷詩集注 / (宋)黃庭堅撰 ; (宋)任

淵, 史容, 史溫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8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6-0654-

6 (平裝) NT$780  

 845.16  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
各體文學 

折成十八 / 育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16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04-

2 (平裝) NT$300  

 851.4  

島.行走之詩 / 辛金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聯合

文叢 ; 685) .-- ISBN 978-986-323-414-2 

(平裝) NT$320  

 851.4  

島嶼詩聲 : 在金門 / 辛金順著 .-- 初
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

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27-9 (平裝) NT$320  

 851.4  

殺手雜誌 / 烏鳥鳥作 .-- 初版 .-- [臺北

市 ] : 黑 眼 睛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359-90-3 (平裝) NT$360  

 851.487  

愁城無處不飛詩 / 和權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0 .-- 304 面; 21

公分 .-- (讀詩人 ; 144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21-8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 851.487  

四樓的天堂 : 原創劇本/影像紀實 = 

Heaven on the 4th floor / 陳芯宜, 樓一

安劇本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77-9 (平裝)  

 854.8  

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光芒 / 不朽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3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75-6 (平裝) NT$350  

 855  

目光 / 陶勇, 李潤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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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55-2 (平裝)  

 855  

用最舒適的樣子 ,與你相遇  / 楊楊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47-0 (平

裝) NT$320  

 855  

東京札記 / 葛兆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(允晨叢

刊 ; 171) .-- ISBN 978-626-95094-1-6 

(平裝) NT$380  

 855  

前山夏牧場 / 李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40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53-3-7 (平裝) NT$450  

 855  

燈芯幽默文選 / 黎登鑫編著 ; 林振福

台譯 ; 鄧維順客譯 ; 黎登鑫, 陳歆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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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ynthia)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

團法人台灣北社, 11010 .-- 176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8784-5-3 (平裝) 

NT$250  

1.笑話  856.8  

*歡笑時刻 / 魏文祥作 .-- 臺北市 : 魏

文祥, 11009 .-- 20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315-2 (平裝) NT$400  

 856.8  

百繪山海經 / 林海繪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5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30-2 (精裝) NT$680  

1.山海經 2.研究考訂  857.21  

妖鬼仙怪起源的奇異世界 : <<山海

經>>,中國的妖鬼仙怪、奇獸精靈,與

他們的起源 / 劉向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好優文化, 11010 .-- 5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3-8-4 (平裝) 

NT$550  

1.山海經 2.研究考訂  857.21  

聊齋志異. 六 / (清)蒲松齡原著 ; 曾珮

琦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

- (圖說經典 ; 29) .-- ISBN 978-986-178-

568-4 (平裝) NT$299  

 857.27  

三俠五義 / 石玉崑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冊 .-- (中國古典名著) .-- ISBN 978-

957-14-7298-0 (全套:平裝)  

 857.44  

三國演義 / 羅貫中編著 .-- 新北市 : 啟

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X23 公分 .-- (經典名著 ; 10) .-- ISBN 

978-986-06648-4-3 ( 上 冊 : 平 裝 ) 

NT$380  

 857.4523  

色 情 白 噪 音  : that's the hormones 

speaking / 王和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 1366) .-

- ISBN 978-986-450-369-8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57.63  

夜晚的潛水艇 / 陳春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發行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當

代小說家 ; 33) .-- ISBN 978-626-310-

102-9 (平裝) NT$350  

 857.63  

人生苦短甜長 / 安思源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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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06-252-1 (上冊:平裝) .-

- ISBN 978-986-506-253-8 ( 下 冊 : 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54-5 (全套:

平裝)  

 857.7  

小夫郎他天生好命 / 欲來遲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群青文創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95143-0-4 (上冊:

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626-95143-

1-1 (下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

626-95143-2-8 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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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冊  .-- (☆小說  ; 10-11) .-- 

ISBN 978-986-06756-6-5 (上冊:平裝) .-

- ISBN 978-986-06756-7-2 (下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小地主種藥日常 / 晴羽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12101-

E1121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330-9 
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31-6 (卷 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

978-986-527-332-3 (卷 3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三寶娘親正走運 / 慕秋著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1000-1002) .-

- ISBN 978-986-509-257-3 (第 1 冊:平

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58-

0 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

986-509-259-7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中國故事 / 閻連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

11010 .-- 288 面; 20 公分 .-- (麥田文

學 ; 321) .-- ISBN 978-626-310-103-6 

(平裝) NT$350  

 857.7  

天選悍妻 / 淺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

( 藍 海 系 列  ; E111601-E111603)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18-7 (卷 1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19-4 (卷
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20-0 (卷 3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以你為名的小時光 / 東奔西顧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

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0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259-0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60-6 (下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61-3 

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仵作娘子探案錄  / 白玉樓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1901-

E1119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326-2 

(卷 1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27-9 (卷 2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

978-986-527-328-6 ( 卷 3: 平 裝 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329-3 (卷

4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自願當妻奴 / 無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

- (藍海系列  ; E111801-E111803)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23-1 (卷 1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24-8 (卷
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25-5 (卷 3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妙手生香 / 董無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冊 .-- (小說 house 系列 ; 499-506) .-- 

ISBN 978-986-467-303-2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04-9 (第

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467-305-6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86-467-306-3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07-0 (第

5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467-308-7 (第 6 冊:平裝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86-467-309-4 (第 7 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10-0 (第

8 冊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沒 有 名 字 的 人 . 3 : 失 落 之 城  / 

FOXFOXBEE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

11011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183-2 (平裝)  

 857.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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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瑤直上 / 若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

(文創風 ; 1003-1004)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60-3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61-0 (下冊:平裝) 

NT$260  

 857.7  

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/ 望三山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14-7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夜不語詭秘檔案. 202 : 沉溺池 / 夜不

語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夜不語作品) .-- ISBN 978-

957-741-471-7 (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盲妃 / 良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藍

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- 冊 .-- (藍

海系列 ; E111201-E111204) .-- ISBN 

978-986-527-307-1 ( 卷 1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308-8 (卷

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09-5 (卷 3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

986-527-310-1 (卷 4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沿江村.綠衣 / 空同著 .-- 臺北市 : 獵

海人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95130-0-0 ( 上 冊 : 精 裝 ) NT$640 .-- 

ISBN 978-626-95130-1-7 (下冊:精裝) 

NT$640 .-- ISBN 978-626-95130-2-4 (全

套:精裝)  

 857.7  

夜的命名術 / 會說話的肘子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

302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03-9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304-6 (第

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05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190  

 857.7  

侯府寵妾 / 冰豆咖啡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1701-E111702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321-7 (上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22-4 (下

冊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穿書後她成了萬人迷 / 公子衍作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30-8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31-5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32-2 (第

3 冊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穿越不做小可憐  / 曲清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1001-

E1110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305-7 

(上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06-4 (下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香港字 : 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 / 董

啟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

文傳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文學森林 ; LF0152) .-- ISBN 

978-986-06699-9-2 (平裝) NT$400  

 857.7  

借刀殺人中學 / 鐵銘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鏡小說 ; 50) .-- 

ISBN 978-626-7054-04-8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 857.7  

*神祕主義至上!為女王獻上膝蓋 / 一

路煩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

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2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29-0 (第

4 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海螺 / 流軍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
出版, 11010 .-- 450 面; 21 公分 .-- (釀

小說 ; 12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445-547-8 (平裝) NT$550  

 857.7  

軟玉生香 / 月下無美人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294-

0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295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通仙茗 / 陈忠坤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09 .-- 196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8-5-3 (平裝) 

NT$315  

 857.7  

渡 / 露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

思出版事業網, 11010 .-- 21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2-09-9 (平裝) 

NT$280  

 857.7  

替天行盜 / 石章魚著 .-- 臺北市 : 風

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11-6 (第 11

冊 :平裝 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

7025-12-3 (第 12 冊:平裝) NT$290 .-- 

ISBN 978-626-7025-13-0 (第 13 冊:平

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14-

7 (第 14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15-4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 

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16-1 (第

16 冊:平裝) NT$290  

 857.7  

黃金臺 / 蒼梧賓白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

市 : 葭霏文創出版社, 11009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537-66-1 (上冊:平裝) 
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5537-67-8 (下

冊 :平裝 ) NT$360 .-- ISBN 978-986-

5537-68-5 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道西基地新事件 : 外星人綁架華人

懸案 / 戴士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大喜文化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冊 .-- 

(星際傳訊 ; STU11006) .-- ISBN 978-

986-99109-9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320 .-

- ISBN 978-626-95202-0-6 (第 2 冊:平

裝) NT$320  

 857.7  

萬能小媳婦 / 寒山乍暖著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996-999)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53-5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54-2 (第

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55-9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56-6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260  

 857.7  

嬌娘馴霸總 / 青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4
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1401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317-0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57.7  

願做裙下臣 / 北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0 .-- 冊 .-

- (藍海系列  ; E111501-E111504)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13-2 (卷 1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314-9 (卷



63 

 

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15-6 (卷 3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

986-527-316-3 (卷 4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歡喜記事 / 木嬴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292-6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626-311-

293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觀劇之魔女 / 有馬二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要有光, 11010 .-- 298 面; 21 公

分 .-- (要推理 ; 93) .-- B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6992-93-3 (平裝) NT$360  

 857.7  

民間文學與說唱藝術 / 蔡孟珍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7-222-7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民間文學 2.說唱藝術 3.文集 4.中

國  858.07  

兒童文學 

口袋神探. 5, 消失的千年將軍印 / 凱

叔作 ; 子鵺坊插畫, 韓冰繪 .-- 初版 .-

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口袋神

探 ; 5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

512-5 (平裝) NT$300  

 859.6  

飯店驚魂記 / 阿毛, KIN 漫畫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臺
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

120 面; 23 公分 .-- (靈異小偵探 ; 5) .-

- ISBN 978-986-5588-46-5 (平裝)  

 859.6  

幸福小團圓 : 世界是一個圓 = The 

roundies / 貓十字, 小尾作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56 面; 17X17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57-521-513-2 (精裝) 

NT$280  

 859.7  

東方文學 

Fate/Requiem / 星 空 流 星 作  ; 

Hundred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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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304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84-9 (第

2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Re: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/ 長月達

平作 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949-0 (第 2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950-6 

(第 24 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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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28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86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
好 / 三嶋与夢作 ; 王啟華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3-982-

7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

983-4 (第 5 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小書痴的下剋上 : 為了成為圖書管

理員不擇手段!, 短篇集. I / 香月美夜

作 ; 許金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
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36 面; 

21 公 分  .-- ( 皇 冠 叢 書  ; 第 4978

種 )(mild ; 40) .-- ISBN 978-957-33-

3797-3 (平裝) NT$299  

 861.57  

少年陰陽師. 55, 祈願之淚 / 結城光流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(少年陰陽師 ; 55) .-- ISBN 978-957-

33-3812-3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太陽.行星 / 上田岳弘著 ; 陳嫻若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藍小說 ; 317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540-1 (平裝) NT$380  

 861.57  

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/ 牧野圭祐作 ; 

張凱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
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44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81-0 (第

6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幼女戰記. 12, Mundus vult decipi,ergo 

decipiatur / カルロ.ゼン作 ; 薛智恆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38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41-0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左右兩邊都是妹妹,哥哥想選的是誰? 

/ 惠比須清司作 ; 李殷廷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51-3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半自白 / 橫山秀夫作 ; 王蘊潔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

(春日文庫 ; 96) .-- ISBN 978-957-741-

470-0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
如果我的腦袋正常的話... / 山白朝子

著 ; 王華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
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82 種)(乙

一作品集  ; 9) .-- ISBN 978-957-33-

3810-9 (平裝) NT$350  

 861.57  
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 / ざ

っぽん作 ; 李君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36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948-9 (第

7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死相學偵探. 8, 最後的案件 / 三津田

信三著 ; 莫秦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76-

2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如魔偶攜來之物 / 三津田信三作 ; 緋

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22-1 (平

裝) NT$480  

 861.57  

*我是貓 / 夏目漱石作 ; 劉子倩譯 .-- 

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

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

62-9 (平裝) NT$4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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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61.57  

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!? / 望公太

作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96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49-6 (第

2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明日的世界將會星光燦爛 / ツカサ

作 ; 林其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5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88-

9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. 1. 下, 逞強荒

唐魯莽 / ナフセ作 ; 周庭旭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1 .-- 344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51-9 (平裝)  

 861.57  

時光照相館 / 柊彩夏花著 ; 鄭曉蘭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19 公分 .-

- (皇冠叢書 ; 第 4977 種)(大賞 ; 130) .-

- ISBN 978-957-33-3800-0 (平裝)  

 861.57  

異世界拷問姬 / 綾里惠史作 ; 梁恩嘉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96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43-4 (第 7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異世界悠閒農家  / 內藤騎之介作 ; 

Seek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34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46-5 (第 8

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從前從前,某個地方有具屍體...... / 青

柳碧人著 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新 經 典 圖 文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森

林 ; LF0149) .-- ISBN 978-986-06699-8-

5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
終焉的新娘 / 綾里けいし作 ; 貓頭鷹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8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89-6 (第 1 冊:

平裝)  

 861.57  

黑雨 / 井伏鱒二作 ; 王華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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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(幡 ; 12) .-- ISBN 978-626-310-

101-2 (平裝) NT$400  

 861.57  

間諜教室. 2, 「愛女」葛蕾特 / 竹町

作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6 面; 

19 公 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950-2 (平

裝)  

 861.57  

無職轉生 :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

事 /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; 陳柏伸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3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42-7 (第 2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惡魔的手毬歌 / 橫溝正史著 ; 吳得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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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480 面; 

21 公分 .-- (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; 16) .-

- ISBN 978-986-5580-98-8 ( 平 裝 ) 

NT$499  

 861.57  

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/ 支倉

凍砂作 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92

面 ; 19 公 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945-8 (第

6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瘋狂機關車 : 有如日本的福爾摩斯

探案,大阪圭吉的本格推理偵探短篇

集 / 大阪圭吉作 ; 楊明綺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Hint ; 3) .-

- ISBN 978-986-5510-91-6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 861.57  

與野獸形影相依. 2 : 初嘗愛戀 / 八十

庭たづ作 ; 可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8

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bloom series 
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940-3 (平

裝)  

 861.57  

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/ 寿安

清作 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92 面; 

19 公 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944-1 (第

10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還是要抱著溫暖的鍋子說晚安 / 彩

瀨圓著 ; 王蘊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0

面; 19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84

種)(大賞 ; 131) .-- ISBN 978-957-33-

3809-3 (平裝)  

 861.57  

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

媽的女兒 / 松浦作 ; 楊采儒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1 .-- 256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47-2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,竟是

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 / 雲雀湯

作 ; 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1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52-6 (第

1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魔女之旅 / 白石定規作 ; 李殷廷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84-1 (第 1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85-8 (第 15 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在現代社會變成女性向遊戲的反派

千金有點傷腦筋啊 / 二日市とふろ

う作 ; 劉仁倩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51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987-2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1.59  

野貓西餐廳 / 宮澤賢治原著 ; 張文哲

改寫 ; 姬炤華, 徐萃繪圖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6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14-1 (精裝) NT$300  

 861.596  

暖爐放寒假 / 村上詩子作 ; 長谷川義

史繪 ; 李小虹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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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338-437-3 ( 平 裝 ) 

NT$230  

 861.596  

熱血!水男孩. 1, 奮泳向前!無懼的狗

爬式泳者 / 山村修著 ; 黃薇嬪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(動小說) .-- ISBN 978-

986-5593-99-5 (平裝) NT$350  

 861.596  

機關偵探團. 1, 送茶人偶之謎 / 藤江

純作 ; 三木謙次繪 ; 吳怡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童心園 ; 190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557-6 (平裝) NT$300  

 861.596  

魔法十年屋. 3, 有時候也會拒絕委託 

/ 廣嶋玲子文 ; 佐竹美保圖 ; 王薀潔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樂讀 456 ; 72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305-094-5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61.596  

魔法十年屋. 4, 需要推理的委託物 / 

廣嶋玲子文 ; 佐竹美保圖 ; 王薀潔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樂讀 456 ; 73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305-098-3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61.596  

一起來玩吧 / 五味太郎文.圖 ; 鄭明進

翻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32 面 ; 

21X22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274-562-5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*入冬前的楓葉信 / 菊地知己文.圖 ; 

米雅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0 .-- 40 面; 23X31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895-2-5 (精裝) 

NT$350  

 861.599  

小卡車兜兜風 / 宮西達也文.圖 ; 周佩

穎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 面; 23

公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 PW08R)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11-0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 861.599  

小雞去露營 / 工藤紀子文.圖 ; 劉握瑜

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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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67N)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626-7043-08-0 (精裝) 

NT$320  

 861.599  

小雞到外婆家 / 工藤紀子文.圖 ; 劉康

儀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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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111N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43-09-7 

(精裝)  

 861.599  

小雞逛超市 / 工藤紀子文.圖 ; 周佩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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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2R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07-3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9  

今天的我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= I can 

go anywhere today! / 荒井良二文.圖 ; 

游珮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95-3-2 (精裝) NT$350  

 861.599  

太熱的話,脫外套就好啦! / 吉竹伸介

作 ; 許婷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64 面; 
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75-

0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加油,不放棄! : 克服困難,超越自己 / 

信實著 ; 陳維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40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0725-39-1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屁屁偵探讀本 : 屁屁偵探戀愛了?! / 

Troll 文.圖 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03-3 ( 精 裝 ) 

NT$300  

 861.599  

我說過了啊 / 五味太郎文.圖 ; 鄭明進

翻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32 面 ; 

21X22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274-563-2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我贊成! / 宮西達也文.圖 ; 張桂娥
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8 面; 26 公

分 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 ; PW28R)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10-3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 861.599  

放屁,噗嘶! / 村上八千世文 ; 瀨邊雅

之圖 ; 黃郁婷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0 面; 20X2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13-4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9  

是誰在那裡呢? / 五味太郎文.圖 ; 鄭

明進翻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

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 面; 

21X22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274-564-9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腸胃小精靈 / 吉村亞希子文.圖 ; 邱瓊

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 面; 26

公分 .-- (小魯新生活繪本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36-3 (精裝) NT$350  

 861.599  

微笑商店 / 喜多村惠作繪 ; 郭庭瑄
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53-8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9  

夢銀行 / aki kondo 文.圖 ; 劉淑雯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4 面; 23 公分 .-- 

(小魯繪本世界 ; 112) .-- ISBN 978-

626-7043-26-4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9  

女人們啊! / 伊丹十三著 ; 張秋明譯 .-

- 臺 北 市  : 大 田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日文系 ; 

57) .-- ISBN 978-986-179-691-8 (平裝) 

NT$380  

 861.6  

一個人住第 9 年 / 高木直子圖.文 ; 洪

俞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

- (Titan ; 138) .-- ISBN 978-986-179-

692-5 (平裝) NT$2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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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61.67  

三島由紀夫書信教室 / 三島由紀夫

作 ; 吳季倫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牌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10 .-- 25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41-60-5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 861.67  

白井悠介 1st 寫真散文集 : 船到橋頭

自然直 / 白井悠介著 ; kikia 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75-5 (平裝)  

 861.67  

問題終結者黑喵. 1, 守護公寓的和平! 

/ 洪旼靜文字 ; 金哉希繪圖 ; 賴毓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8 面; 22 公

分 .-- (小書芽) .-- ISBN 978-626-307-

327-2 (平裝)  

 862.596  

問題終結者黑喵. 2, 挑戰最棒的料理! 

/ 洪旼靜文字 ; 金哉希繪圖 ; 賴毓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04 面; 22 公

分 .-- (小書芽) .-- ISBN 978-626-307-

328-9 (平裝)  

 862.596  

我等你 / 金京愛文 ; 高大樹木圖 ; 陳

怡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44-6 (精裝)  

 862.599  

現在這樣也很好 / 丁好宣文 ; 元裕美

圖 ; 陳思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

48-4 (精裝)  

 862.599  

天方夜譚 / 楊政和改寫 ; 陳亭亭繪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82 面; 21

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; 

6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338-

434-2 (平裝) NT$260  

 865.596  

想得美! : 不符合期待,也很好 = As 

you wish / 林韋佳 Eve Lim 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: 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季風帶 Pluz ; 5) .-

- ISBN 978-986-06111-2-0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 868.755  

臺灣文學 

52 堂文藝課 : 愛&文學 路加人文雅

集 / 王學敏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情書出版社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(愛之書系列 ; 10) .-- ISBN 978-

986-96610-6-5 (平裝) NT$470  

1.臺灣文學 2.文集  863.07  

性別島讀 : 臺灣性別文學的百年革

命暗語 / 謝宜安等著 ; 王鈺婷主編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

- ( 聯 經 文 庫 )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08-5 (平裝)  

1.臺灣文學史 2.性別研究 3.文學評

論 4.文集  863.09  

她的輕蔑 : 第 23 屆磺溪文學獎得獎

作品專輯. 下 / 張雀芬總編輯 .-- 第一

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11010 .-

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73-30-3 (平裝)  

 863.3  

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. 一. 

2021 年第 24 屆, 新詩 散文 短篇小說 

母語文學 / 2021 年苗栗縣 24 屆夢花

文學獎得獎者作 ; 邱廷岳總編輯 .-- 

第一版  .-- 苗栗市  : 苗栗縣政府 , 

11010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0-92-5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3  

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. 二. 

2021 年第 24 屆, 小夢花 青春夢花 / 

2021 年苗栗縣 24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

者作 ; 邱廷岳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苗

栗市 : 苗栗縣政府, 11010 .-- 24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93-2 (平

裝) NT$250  

 863.3  

海底隧道 :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. 第二

十三屆 / 張素卿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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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24 面; 23

公分 .-- (Taida 臺大系列) .-- ISBN 978-

986-350-494-8 (平裝) NT$600  

 863.3  

書寫青春. 18 : 第十八屆台積電青年

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 / 聯經編

輯部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聯副文叢 ; 69)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41-2 (平裝)  

 863.3  

道南文學. 第四十輯 / 國立政治大學

中國文學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

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, 11009 .-- 233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8-7-

6 (平裝)  

 863.3  

當時的月亮 : 第 23 屆磺溪文學獎得

獎作品專輯. 上 / 張雀芬總編輯 .-- 第

一版  .-- 彰化市  : 彰化縣文化局 , 

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73-29-7 (平裝)  

 863.3  

葉過林隙 / 周芬伶, 宇文正, 楊明, 徐

國能, 甘耀明, 陳智德, 陳慶元, 言叔

夏, 林餘佐, 楊富閔, 莫澄, 張馨傑, 蔣

亞妮, 高博, 許閔淳, 黃家祥等作 ; 初

安民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
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

叢書 ; 667) .-- ISBN 978-986-387-490-4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3  

使我從我走向我 / 吳愷, 克萊兒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島座放送, 11010 .-- 

172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8572-6-0 (平裝) NT$520  

 863.4  

周定山全集. 第二卷, 小說散文卷 / 周

定山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

文學館, 1101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13-1 ( 精 裝 ) 

NT$375  

 863.4  

周定山全集. 第三卷, 文獻卷 / 周定山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

館, 11012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14-8 (精裝) NT$375  

 863.4  

周定山全集. 第四卷, 影像卷 / 周定山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

館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12-4 (全套:精裝) NT$1500  

 863.4  

往事如煙 / 知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劉知芹, 11009 .-- 164 面; 21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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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57-43-9349-7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4  

茶道道茶 / 耕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4

面; 19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

98-9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4  

山岳詩集 / 陳履安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

市] : 陳蓉萱, 11010 .-- 8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65-7 (平裝)  

 863.51  

文字性別的獨處 / 許水富作 .-- 金門

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出版 ; 臺北

市 :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208 面; 20X20 公分 .-- (許

水富詩集 ; 17) .-- ISBN 978-986-5468-

26-2 (平裝) NT$400  

 863.51  

文協精神臺灣詩  / 廖振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94-282-6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 863.51  

向海邀支舞 / 林秀蓉作 .-- 第一版 .-- 

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11010 .-- 228

面; 21 公分 .-- (磺溪文學. 第 29 輯, 彰

化縣作家作品集) .-- ISBN 978-986-

5473-20-4 (平裝) NT$150  

 863.51  

沒有任何題目需要隱藏 / 方群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

- (秀詩人 ; 9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326-990-8 (平裝) NT$220  

 863.51  

金谷園詩意人生 / 金谷園編撰 .-- 臺

東市 : 金谷園, 11009 .-- 32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45-9 (平裝)  

 863.51  

周定山全集. 第一卷, 漢詩卷 / 周定山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

館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11-7 (全套:精裝) NT$750  

 863.51  

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. 一, 活佇地景

的詩 / 林宗源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春暉出版社, 11010 .-- 252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72-9 (平裝) 

NT$400  

 863.51  

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. 二, 咱愛行的

路 / 林宗源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

暉出版社, 11010 .-- 276 面; 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8524-73-6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 863.51  

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. 三, 靈肉和詩

共舞 / 林宗源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春暉出版社, 11010 .-- 192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74-3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1  

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. 五, 活的腳跡 / 

林宗源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暉出

版社, 11010 .-- 28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524-76-7 (平裝) NT$420  

 863.51  

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. 四, 生命的舞

蹈 / 林宗源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

暉出版社, 11010 .-- 192 面; 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8524-75-0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63.51  

花的聲音 / 陳明克作 .-- 第一版 .-- 彰

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11010 .-- 216 面; 

21 公分 .-- (磺溪文學. 第 28 輯, 彰化

縣作家作品集) .-- ISBN 978-986-5473-

21-1 (平裝) NT$150  

 863.51  

信史 / 吳肇芸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11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

(讀詩人 ; 14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445-523-2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1  

*偽神的密林 / ㄩㄐ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雙囍出版, 11010 .-- 304 面; 19 公分 .-

- (雙囍文學  ; 6) .-- ISBN 978-986-

06355-3-9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1  

郭韻玲詩集 / 郭韻玲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鄭鴻祺出版 ; 新北市 : 吳氏圖

書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009 .-- 19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20-6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1  

掌門 43 詩荷風 : 同仁詩選. 5 = Zhang 

men 43 lotus style poems : a collection of 

zhang men members' poems. volume 5 / 

掌門詩學社同仁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 : 宏 文 館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501-52-4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1  

緣起時枕邊細語溫存 : 誦讀葛綠珂 / 

張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
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 

21 公分 .-- (聯合文叢 ; 687) .-- ISBN 

978-986-323-416-6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1  

龍族魂 : 陳福成籲天錄詩集 / 陳福成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

11009 .-- 278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叢

刊 ; 443) .-- ISBN 978-986-314-568-4 

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1  

螞蟻走在道上 : 向明寫詩讀詩 / 向明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詩藝文出版社, 

11010 .-- 224 面; 22 公分 .-- (詩歌書

坊 ; 83) .-- ISBN 978-986-446-019-9 (精

裝) NT$500  

 863.51  

驚動的眼睛 / 李昌憲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1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

類 ; PG2631)(秀詩人 ; 93) .-- B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326-992-2 ( 平 裝 ) 

NT$260  

 863.51  

阮劇團. 2019 : 劇本農場劇作選. VII / 

李屏瑤, 周玉軒, 邱筱茜合著 .-- 新北

市 :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晴

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(遠景文學叢書 ; 

103) .-- ISBN 978-957-39-1131-9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4  

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: 簡莉穎劇

本集. 3 / 簡莉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一人出版社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951-7-3 (平裝) 

NT$380  

 863.54  

*人生學校 / 林貴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爾雅叢書 ; 683) .-

- ISBN 978-957-639-656-4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 863.55  

大鵬與你們同在 /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行政管理處編 .-- 初版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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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: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

會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40-1 (精裝) NT$250  

 863.55  

日子是不斷的喜歡 : 12 個月,我們的

島嶼生活記事 / 食癮,拾影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79-4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水門簾 / 藍芸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春暉出版社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77-4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5  

心靈之旅 : 寫作和寫書的勇氣 / 李淵

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9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07-3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5  

目送青春 = Watch youth / 洪文鍊作 .-

- 臺中市 : 洪文鍊, 11010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46-6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5  

*世間情 / 君靈鈴, 藍色水銀, 語雨
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2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5-61-8 ( 平 裝 ) 

NT$260  

 863.55  

永遠的寶貝 / 三毛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
4988 種)(三毛典藏 ; 9) .-- ISBN 978-

957-33-3808-6 (平裝)  

 863.55  

江凌青學生時代作品集 / 江凌青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1 .-- 2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1-29-5 (平裝)  

 863.55  

在高粱田與星空之間 / 蔡其祥著 .-- 

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蔡就是蔡文

史地工作室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6678-1-4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5  

那天下午在星巴克 / 王運如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樂知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4379-8-1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5  

我的一簾柿餅 : 陳郁如的食.味.情手

札. 1 / 陳郁如文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32

面; 21 公分 .-- (少年天下 ; 73) .-- ISBN 

978-626-305-093-8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周而復始的傷心 / 渺渺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字

森林系列 ; 26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582-8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5  

拉拉山林打工記 / 林家亨著 .-- 臺北

市 : 致出版, 11009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3-23-2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55  

祈盼人生是個圓 : 一位深情妻子的

陪病日記 / 劉千瑤著 .-- 新北市 : 集

夢坊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065-8-6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5  

框 外 天 地  : 林 中 斌 的 異 想 世 界  : 

Beyond the box a universe Chong-Pin 

Lin / 林中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黎

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6-

0978-2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5  

*退休寫照 : 海闊天空 / 陳偉德寫.

照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醫教諮詢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8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39-0-1 (平裝)  

 863.55  

笑談足球 / 金竟仔, 嘉安, 戴沙夫合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5-62-5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 863.55  

這一世只做好一件事 : 為中華民族

留下一筆文化公共財 / 陳福成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文史哲出版社 , 

11009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叢

刊 ; 442) .-- ISBN 978-986-314-567-7 

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問候薛西弗斯 / 陳玠安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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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55-4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 863.55  

斜槓中年 : 如果你懷念童年的棒球

手套 / 徐國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 1364) .-- ISBN 

978-986-450-372-8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散文新四書 : 秋之聲 / 陳義芝編著 .-

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32 面; 21 公分 .-- (文

學 流 域 ) .-- ISBN 978-957-14-7301-7 

(平裝)  

 863.55  

湖畔親情 / 張靜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張靜二, 1101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66-4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 863.55  

無醫村手記 : 重回靜浦 / 陳克華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

11011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63-4-0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歲月,莫不靜好 : 從芒種到冬至 / 蔣勳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

18 公分 .-- (作家作品集 ; CM00099) .-

- ISBN 978-957-13-9528-9 ( 精 裝 ) 

NT$450  

 863.55  

歲月無驚 : 小寒到秋分 / 蔣勳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18 公

分  .-- (作家作品集  ; CM00100)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29-6 ( 精 裝 ) 

NT$450  

 863.55  

當我們重返書桌 : 當代多元散文讀

本 / 楊佳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

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4-

58-8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5  

跨越萬卷的天橋 : 2021 出版社暑期

實習回憶錄 / 呂庭瑜, 易宇涵, 徐宇廷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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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娓兒, 郭人瑜, 陳怡安, 陳映潔, 鄭

涵月, 蕭怡萱, 謝家榆作 ; 陳映潔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00 面; 21 公

分  .-- (文化生活叢書 . 藝文采風  ; 

1306032) .-- ISBN 978-986-478-536-0 

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5  

*萬萬齋文集 / 廖慶六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廖慶六, 11009 .-- 74 面; 2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07-7 (精裝)  

 863.55  

圓與緣 : 探索生命的奧秘 / 錢剛鐔

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09 .-- 13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24-

9 (平裝) NT$220  

 863.55  

零點零零 / 陳克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從容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6393-5-4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5  

滿島光未眠 / 林妏霜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84-3 (平裝) 

NT$330  

 863.55  

醉筆書影 / 党象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楊慧琴出版 : 中菲集團文化視訊

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8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78-7 ( 平 裝 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57-43-9379-4 (精

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整形外科楊沂勳醫師的偏鄉隨筆  / 

楊沂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思

出版事業網, 11009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(現代散文 ; 14) .-- ISBN 978-986-

0762-07-5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5  

*隨想曲 / 破風, 六色羽, 765334, 藍色

水銀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
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3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60-1 (平裝) 

NT$270  

 863.55  

鎏金書簡 / 張愛金作 .-- 初版 .-- 金門

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11 .-- 

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

30-9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轉角.幸福學堂. 7 / 吳文欣, 林碧雲, 

陳秋萍, 蘇醒予採訪撰稿 ; 廖倩誼總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進修

推廣學院, 11009 .-- 227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2-60-5 (平裝)  

 863.55  

顧顧的旅讀地圖 : 穿梭巷弄的古典

式散步 : 從台灣地景品味文學人生 / 

顧蕙倩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商鼎

數位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4-202-0 (平

裝)  

 863.55  

Do I : house in loved be 約定 : 影視改

編小說 / 大方影像製作股份有限公

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鴻藝術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6270-2-3 (平裝)  

 863.57  

Happy Halloween : 萬聖節馬戲團 / 林

纓作 .-- 一版 .-- [臺北市] : 布里居出

版, 11010 .-- 406 面; 21 公分 .-- (萬聖

節馬戲團系列 ; 3-) .-- ISBN 978-986-

97528-3-1 (第 3 冊:平裝) NT$420  

 863.57  

一位大師的誕生  / 侯宗華, 洪裕淵

著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釀 出 版 , 

11010 .-- 206 面; 21 公分 .-- (釀冒險 ; 

53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

520-1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57  

大人豔福不淺 / 綠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320 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108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304-0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大神是個天然呆 / 金吉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冊 .-- (珍愛晶鑽 ; 272-273) .-

- ISBN 978-986-335-708-7 ( 上 冊 : 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335-709-4 (下冊:

平裝)  

 863.57  

今天,還愛我嗎? / 尾巴著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戀物語 ; 2) .-- 2021 新

修收藏版 .-- ISBN 978-957-658-674-3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不死鳥 / 薛西斯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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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80-96-4 (平裝) NT$399  

 863.57  

引渡人 / 千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64 面; 20 公分 .-- (霓幻鑰系列 ; 

K6102) .-- ISBN 978-957-8696-36-5 (平

裝) NT$260  

 863.57  

白色世紀 / 余卓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
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

發行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85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16-186-3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87-0 (第 3 冊:平裝)  

 863.57  

四遊記 / 蕭熠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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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957-13-9548-7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在霧外為你說話  / 陳繁齊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智慧田 ; 

117) .-- ISBN 978-986-179-693-2 (平裝) 

NT$380  

 863.57  

沉月之鑰. 第二部. 卷十, 碎月 / 水泉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使出版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水泉作品) .-- ISBN 978-986-

98052-4-7 (平裝) NT$229  

 863.57  

我那無法終結的生命 = Back to the 

youth xxxx / 戴斯蒙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

縣和美鎮  : 無雙多媒體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8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151-2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 

 863.57  

別哭,切諾比 / 陳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96 面; 26 公分 .-- (陳昇作品集 ; 6) .-- 

ISBN 978-986-133-797-5 (精裝)  

 863.5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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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藏杏林妻 / 陽光晴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320 面 ; 21 公分  .-- (藍海系列  ; 

E1113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312-5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非凡千金之無鹽女神廚 / 風光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

列  ; E1111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11-8 (平裝) NT$290  

 863.57  

雨中的月亮 = Moon in the rain / 葉天

祥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 , 

11010 .-- 202 面; 21 公分 .-- (釀小說 ; 

12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

550-8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供奉 : 日終卷 / 貓頭鷹 SKYOWL 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5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64-284-7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 863.57  

非典型戀人養成法 / OUK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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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

43-6 (平裝)  

 863.57  

雨夏蟬鳴 : 與你纏綿 / 柳孝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14-8-2 (平裝)  

 863.57  

夜深人靜的小說家 / 王定國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

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6 面; 

21 公分 .-- (文學叢書 ; 666) .-- ISBN 

978-986-387-488-1 (精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奔跑吧!後山的孩子 / 賴勝龍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0 .-- 180

面; 21 公分 .-- (釀文學 ; 259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48-5 (平裝) 

NT$220  

 863.57  

俗女養成記. 2 : 劇本原著小說 = The 

making of an ordinary women II / 中華

電視股份有限公司, 影響原創影視股

份有限公司, 百戲電影製作有限公司

作 .-- 臺北市 : 水靈文創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Fansapps ; 

127) .-- ISBN 978-626-95076-2-7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7  

食肉的土丘 / 班與唐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文學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

387-483-6 (平裝)  

 863.57  

紅色暗流 = Allelopathy / 黃俊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富辰創意印刷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746-1-5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為你寫一首名為閃亮的歌 / 烏瞳貓

著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要 有 光 , 

11011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 

8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58-

07-7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逆女 / 杜修蘭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4

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75

種 )(Joy ; 230) .-- ISBN 978-957-33-

3796-6 (平裝)  

 863.57  

逃下舊愛的床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

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9 .-

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8-90-6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消失的蓬萊古早味 : 在谷哥兄與雅

虎弟的記憶體裡消失的一章 / 神田

健司著 .-- 臺北市 : 活石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873-6-3 (平裝)  

 863.57  

倀 鬼 夜 行  : 幽 聲 夜 語 . 7 = Night 

whispers / 醉琉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

面; 20 公分 .-- (蓬萊詭話 ; PG007) .-- 

ISBN 978-986-319-598-6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57  

殷堅與何弼學的萌寵日記 / 黯然銷

混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光出版,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9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奇幻愛情 ; 75) .-- ISBN 

978-986-5543-51-8 (平裝 ) NT$380 .-- 

ISBN 978-986-5543-52-5 (平裝插畫版) 

NT$380  

 863.57  

追尋少年時 : 量子求生記 / 錢鴻鈞

著 .-- 新北市 :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

司出版 :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9-1130-2 (平裝)  

 863.57  

第二面孔 / 翊青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

人, 11010 .-- 1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60-9-1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執念之樹 : 千年之緣 / 鍾傑著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玄古學庫發展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執念

之樹 ; 1) .-- ISBN 978-986-98061-6-9 

(平裝) NT$399  

 863.57  

鹿與百合花 / 初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296-4 (上冊:

精裝) NT$390 .-- ISBN 978-626-311-

297-1 (下冊:精裝) NT$390  

 863.57  

殺戮之星 : 凡提亞 / 夏之楓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8-99-6 (平裝) NT$400  

 863.57  

黑色費思卡 : 二十杯葡萄酒的意亂

情迷故事集 = Fetească Neagră : twenty 

glasses of story / 邱挺峰(Roy Chiu)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04-57-1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 863.57  

惡魔的女兒 / 陳雪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- (聯合文

叢 ; 688) .-- ISBN 978-986-323-417-3 

(平裝) NT$420  

 863.57  

楚山 / 翊青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

11011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60-8-4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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馴夫日記 / 金晶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縣

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9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89-

0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新兵生活教練 / 吳佳駿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文學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

387-482-9 (平裝)  

 863.57  

當你走入我的故事  / 沾零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 POPO 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PO 小說 ; 60) .-- ISBN 978-

986-06540-3-5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當我離開,才知道愛 / 梅洛琳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878-0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7  

詭軼紀事. 參, 萬聖鐮血夜 / Div(另一

種聲音), 星子, 龍雲, 笭菁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 : 英屬
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22) .-- ISBN 978-

626-95019-8-4 (平裝) NT$340  

 863.57  

臺北人 / 白先勇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48 面; 22 公分 .-- 爾雅叢書之典藏

精裝版 .-- ISBN 978-957-639-657-1 (精

裝) NT$620  

 863.57  

謊言後遺症 / Misa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7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68-9-0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繁花悅神墜. 上, 招魂 / 翼翎作 .-- 臺

南市 : 瑞風文創, 11012 .-- 18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6-2-9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7  

繁花悅神墜. 下, 神墜 / 翼翎作 .-- 臺

南市 : 瑞風文創, 11012 .-- 18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6-4-3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7  

繁花悅神墜. 中, 鎮靈 / 翼翎作 .-- 臺

南市 : 瑞風文創, 11012 .-- 18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6-3-6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7  

獵人案 / 戚建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蓋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97-9 (平

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寵妻不敢逃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09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

88-3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瀕臨絕種團 ResCute / 啞鳴作 .--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

1101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181-8 (下冊:平裝)  

 863.57  

寶圓今天得道了嗎? / 蔡小雀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珍愛

晶鑽 ; 274) .-- ISBN 978-986-335-710-0 

(平裝) NT$330  

 863.57  

續江湖行 / 張之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

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7-

180-5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聽 你 在 鬼 扯  = Taiwan ghost story 

legend / 鄭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找

到田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4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371-1-8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聽說,聽誰說? / 我說你聽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0 .-- 132 面; 21

公分 .-- (釀小說 ; 121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22-5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 863.57  

戇牛 : 陳長慶短篇小說集. 2020-2021 

/ 陳長慶著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

金門縣文化局, 11010 .-- 34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35-4 (精裝) 

NT$300  

 863.57  

3 號坑道的騙局 / 彭素華文 ; 徐建國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新閱讀快車  ; 3) .-- ISBN 978-986-

5581-22-0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  

我的菜市場 / 李郁棻著 ; 劉彤渲圖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

少兒書房 ; 284) .-- ISBN 978-986-450-

370-4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  

長生石的守護者  / 陳郁如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出版 : 英數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故事館) .-- ISBN 978-626-7000-

25-0 (平裝) NT$340  

 863.59  

青春 Again 的國小生活 = Back to the 

youth / 陽炎貓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和

美鎮 : 無雙多媒體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8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151-1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  

留白少年 / 葉安德文圖 .-- 一版 .-- [新

竹縣]竹北市 : 和英出版社, 11010 .-- 

128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972-2-3 (精裝) NT$499  

 863.59  

莫愁 / 蔡聖華作 ; 徐建國繪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176 面; 22 公分 .-- (心小說 ; 

3) .-- ISBN 978-986-5581-23-7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9  

聖誕節的由來 / 陳怡理圖.文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54 面; 20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10-3 ( 精 裝 ) 

NT$300  

 863.59  

說再見之前 / 翼翎作 .-- 臺南市 : 瑞

風文創, 11012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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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06716-1-2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59  

關於我在災難科幻故事裡擔當保全 

= A story about my security staff life in 

disaster science fiction / 秋茶作 .-- 初

版 .-- 彰化縣和美鎮 : 無雙多媒體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151-3-7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63.59  

願為星海 / 佐緒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10 .-- 318 面; 21 公分 .-- 

(釀愛情 ; 11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445-549-2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9  

大巨人普普的冒險 / 周姚萍文 ; 王書

曼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

面; 21 公分 .-- (故事奇想樹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21-9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毛蟲怪奇幻冒險旅程. 第一部曲, 遷

徙 / 陳怡薰, 皇吟文 ; Joanna Hsu 圖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01-1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96  

巨人國裡的矮人族 / 陶綺彤作 ; 詩詩
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

11010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全彩版 Q

讀本 ; 12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06773-3-1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96  

秀巒山上的金交椅 / 陳素宜著 ; 程宜

方圖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(九歌少兒書房 ; 286) .-- ISBN 978-

986-450-371-1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596  

刺蝟釣手 / 陳景聰著 ; 蘇力卡繪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43-17-2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96  

班上的搗蛋鬼 / 林怡妏作 ; KOI 繪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11009 .-

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全彩版 Q 讀本 ; 

1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773-

2-4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96  

梅子老師這一班 : 教室被封鎖了! / 

王文華文 ; Yuan 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22-6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崎頂隧道神祕事件 / 林慧玲作 ; 林明

華圖 .-- [苗栗縣竹南鎮] : 林慧玲 , 

11010 .-- 24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385-5 (精裝)  

 863.596  

梅樹上的流星 / 林佑儒作 ; 徐芳如繪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我自己讀的童話書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38-7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單手女孩向前跑 / 周姚萍著 ; 楊宛靜

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52 面; 21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43-

16-5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最快樂的歌 / 哲也, 史玉琪文.圖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

(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) .-- ISBN 978-

626-7043-20-2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96  

鈔能戰士 SME. 1, 數字 13 的秘密 = 

The secret of number 13 / 嚴淑女(Candy 

Yen)作 ; 黃柏樺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聚光文創, 11010 .-- 168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9-4-3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96  

衝呀!沖呀!趕ㄕˇ隊 / 黃振裕著 ; 施

晴晴繪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

府, 11009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50-17-1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懷念小青 / 管家琪著 ; 郭莉蓁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18 面; 21 公分 .-- 

(故事館  ; 72) .-- ISBN 978-986-449-

247-3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星星亮晶晶 = Twinkle, twinkle, little 

stars / 沙白著 ; 陳靖奇譯 .-- 二版 .-- 

高雄市 : 台一社, 11009 .-- 198 面; 21
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

95122-4-9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98  

星星愛童詩 / 沙白著作 .-- 三版 .-- 高

雄市 : 台一社, 11009 .-- 80 面; 18X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22-0-1 (平裝) 

NT$120  

 863.598  

星 星 愛 童 詩  = Stars love children's 

poetry / 沙白著 ; 陳靖奇譯 .-- 三版 .-- 

高雄市 : 台一社, 11009 .-- 168 面; 21
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

95122-1-8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98  

寄信到火星 / 山鷹作 ; 王譽琪繪圖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

- (我自己讀的童話書) .-- ISBN 978-

626-7043-19-6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8  

唱歌的河流 / 沙白編著 .-- 二版 .-- 高

雄市 : 台一社, 11009 .-- 10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22-2-5 (平裝) 

NT$180  

 863.598  

唱歌的河流 = Singing rivers / 沙白著 ; 

莊敏蓉, 劉淑威, 張俊成, 秦麗美, 許

博文圖 ; 陳靖奇譯 .-- 二版 .-- 高雄市 : 

台一社, 11009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95122-3-2 (平

裝) NT$400  

 863.598  

一隻大象ㄍㄡˊㄍㄡˊㄍㄡˊ / 邱

怡瑄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

灣藝術教育館, 11010 .-- 38 面; 21X30

公分 .-- (南海藝教叢書 ; 183)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30-10-4 (平裝) 

NT$341  

 863.599  

十二小守護過新年. 3, 如虎添翼好隊

友 / 顏志豪文 ; 黃志民圖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小魯原

創 繪 本 ) .-- ISBN 978-626-7043-34-9 

(精裝) NT$350  

 863.599  

小呱小蝸 : 不勇敢也沒關係 / 咚東圖.

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銀河文化 , 

11011 .-- 36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43-2-4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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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勇士狩獵記 / 小千文字 ; 呂育真繪

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63-0 

(精裝)  

 863.599  

小紅花 / 安哲文.圖 .-- 臺北市 : 親子

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0 面; 25

公分 .-- (繪本 ; 285) .-- ISBN 978-626-

305-099-0 (精裝) NT$350  

 863.599  

小梅礁游去 / 張瑋庭文.圖 .-- 新竹縣

竹北市  :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, 

11010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1-92-2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水圳守護者 / 王郁琳, 周怡吟文.圖 .-- 

新竹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

護局, 11010 .-- 36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21-91-5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五色鳥要搬家 / 劉淑慧文.圖 .-- 新竹

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, 

11010 .-- 36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1-94-6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不圓的圓 / 方序中著 .-- 一版 .-- [臺北

市] :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48 面; 20X20 公分 .-- 

(Light ; 2) .-- ISBN 978-986-98793-9-2 

(精裝) NT$520  

 863.599  

什麼都不怕 / 哲也文 ; 陳美燕圖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6 面; 31 公分 .-- (小

魯創作繪本 ; AOP001N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15-8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 863.599  

水獺妹妹金莎 / 蔡美保圖.文 .-- 初
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

11011 .-- 4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25-5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卡打車遊成龍 / 李秉程, 李元祥, 李宜

峰, 張嘉芳文.圖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

林縣環境保護局 , 11009 .-- 13 面 ; 

21X30 公分 .-- 110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

繪本徵選競賽 .-- ISBN 978-986-0750-

21-8 (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750-22-

5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去遊樂園玩 / 小英子文 ; 李憶婷圖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2-209-3 (精

裝) NT$280  

 863.599  

吃一片雲 : 好想快快長大的毛毛蟲 / 

薛潔絢作 ; 王書曼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小康軒繪

本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35-

984-3 (精裝) NT$280  

 863.599  

吉吉的預知夢 / 吳姿逸文.圖 .-- 新竹

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, 

11010 .-- 36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1-93-9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米食料理 72 變 / 林士譽作 ; 林孜育
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 面; 22X30

公分 .-- (小康軒繪本館) .-- ISBN 978-

986-535-983-6 (精裝) NT$280  

 863.599  

回家 / 黃品謙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, 11010 .-- 

33 面; 21X30 公分 .-- (南海藝教叢書 ; 

17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07-4 (平裝) NT$296  

 863.599  

仲夏,阿公家 / 吳爾祜文.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 :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, 

11010 .-- 45 面; 30 公分 .-- (南海藝教

叢書 ; 18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08-1 (平裝) NT$404  

 863.599  

貝貝和好朋友 : 園遊會 / 劉小屁文.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( 小 小 鸚 鵡 螺 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00-0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我的蔬菜寶寶 / 陳麗雅文.圖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6 面; 20X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43-27-1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 863.599  

阿祖,再見 / 林柏廷文.圖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4 面; 25 公分 .-- (繪

本館 ; BKI244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325-7 (精裝) NT$330  

 863.599  

哇!原來有好事 / 林千鈺文 ; 顏薏芬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8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3-

027-2 (精裝) NT$250  

 863.599  

柚見童玩 : 拍干樂 / 劉惠蓉文 ; 陳永

正圖 ; 常修樂插畫 .-- 初版 .-- [高雄

市] : 陳永正出版 ; 嘉義縣民雄鄉 : 惠

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9 .-- 

4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67-1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看見雲林之美 / 丁偉倫, 蔡宜倩文.

圖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環境保

護局, 11009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110

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;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50-27-0 (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50-28-7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疫夏新丁粄 / 陳旻昕文.圖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, 

11010 .-- 37 面; 30 公分 .-- (南海藝教

叢書 ; 18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06-7 (平裝) NT$332  

 863.599  

您好,我可以家入您們嗎? = Xin chào! 

tôi có thể la ngưoi "nhà" của bạn được 

không? / 林書羽文 ; 林書羽, 游雅帆, 

楊雪霞, 黃君雯, 胡氏碧園, 張秋艷, 

黃愛婷, 張美君, 蔡奕皇, 許伍妹, 邱

美華, 陳品如圖 .-- 臺東市 : 國立臺東

生活美學館, 11010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

- 中越語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00-1 (精裝) NT$250  

 863.599  

動物也有話要說 / 陳昕田文.圖 .-- 雲

林縣斗六市  :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, 

11009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; 110

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.-- 

ISBN 978-986-0750-25-6 (平裝)  

 863.599  

捲捲帶我一起玩 / 周佳儀文圖 .-- 雲

林縣斗六市  :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, 

11009 .-- 25 面; 21X30 公分 .-- 注音版; 

110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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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 .-- ISBN 978-986-0750-20-1 (平裝) .-

- ISBN 978-986-0750-19-5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雲林阿嬤 / 蔡宜倩, 王奕婷文圖 .-- 雲

林縣斗六市  :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, 

11009 .-- 23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; 110

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.-- 

ISBN 978-986-0750-26-3 (平裝)  

 863.599  

雲鄉偶遇 / 林彥亭, 蔡文君文.圖 .-- 雲

林縣斗六市  :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, 

11009 .-- 17 面; 21X30 公分 .-- 110 年

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;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50-23-2 (平裝) .-

- ISBN 978-986-0750-24-9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喀嚓!喀嚓! / 料北鴨文 ; 陳亭亭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2-213-0 (精

裝) NT$280  

 863.599  

最 優 秀 的 豆 芽 菜  / 林 佩 璇 文  ; 

wwiinngg 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26-

5 (精裝) NT$250  

 863.599  

愛娃的好朋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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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1 .-- 32 面 ; 

21X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6983-6-7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橘色的馬 / 劉旭恭文.圖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38 面; 27 公分 .-- (小魯創作

繪本 ; 33N) .-- ISBN 978-626-7043-24-

0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燈光熄滅時 / 王彥淳文.圖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, 

11010 .-- 30 面; 21X30 公分 .-- (南海

藝教叢書 ; 182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0730-09-8 (平裝) NT$269  

 863.599  

魔法的秋天 / 崔麗君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09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「春夏秋

冬」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08-6007-8 

(精裝)  

 863.599  

掌牛達愛寫文藝  / 黃永達著 .-- 初

版 .-- 花蓮縣鳳林鎮 : 黃永達, 11009 .-

- 17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11-4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7  

當導令響起 / 許淑娟, 陳美齡, 楊秀容, 

戴至緯故事編寫 ; 馬莎惟, 謝佩妤, 杜

瑋星, 蘇慶玹, 江哲恩, 劉嘉軒, 蘇宸, 

陳姿諾, 田恩宇, 柯嬡玲, 潘欣菲繪

圖 .-- 初版 .-- 臺東縣卑南鄉 : 臺東縣

卑南鄉大南國民小學, 11010 .-- 72 面; 

29 公分 .-- 中魯凱語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5419-56-1 (精裝) NT$300  

 863.859  

西洋文學 

白牙 / 莎娣.史密斯(Zadie Smith)著 ; 

梁耘瑭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6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to ; 28)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50-5 (平裝) NT$480  

 873.57  

西北 / 莎娣.史密斯(Zadie Smith)著 ; 

葉佳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24 面; 

21 公分 .-- (to ; 128)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48-2 (平裝) NT$420  

 873.57  

逝者 / 珍.哈珀作 ; 牛世竣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

司 , 11010 .-- 464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Storytella ; 121) .-- ISBN 978-957-741-

469-4 (平裝) NT$420  

 873.57  

溫西爵爺探偵事件簿 / 桃樂西.榭爾

絲(Dorothy Sayers)作 ; 丁世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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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Mystery world ; MY0019) .-

- ISBN 978-986-0767-31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 873.57  

論美 / 莎娣.史密斯(Zadie Smith)著 ; 

郭品潔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to ; 74)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49-9 (平裝) NT$480  

 873.57  

貓戰士首部曲. 二, 烈火寒冰 / 艾琳.

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吳湘湄譯 .-- 三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8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Warriors) .-- 十週年紀念版 .-- ISBN 

978-626-7009-93-2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  

貓戰士首部曲. 五, 危險小徑 / 艾琳.

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韓宜辰譯 .-- 三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72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Warriors) .-- 十週年紀念版 .-- ISBN 

978-626-7009-96-3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  

貓戰士首部曲. 六, 黑暗時刻 / 艾琳.

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高子梅譯 .-- 三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

6) .-- 十週年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97-0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  

貓戰士首部曲. 四, 風暴將臨 / 艾琳.

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蔡梵谷譯 .-- 三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

4) .-- 十週年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95-6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  

小公主 / 法蘭西絲.霍森.柏納特原作 ; 

尹伊賢故事.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84 面 ; 21 公分  .-- (世界名著  ; 

CFF020) .-- ISBN 978-986-0761-17-7 

(平裝) NT$280  

 873.596  

小兔彼得過聖誕 : 聖誕節倒數月曆 / 

瑞秋.波登作 ; 奈爾.佛克納繪 ; 劉清

彥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55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4-565-6 (精

裝)  

 873.596  

世界需要怪小孩  / 漢娜 .圖克(Hana 

Tooke)著 ; 謝佩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97-4-4 (平裝) NT$320  

 873.596  

金銀島  / 羅伯特 .路易斯 .史蒂文森

著 .-- 新北市 :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60 面; 21X23 公分 .-- (精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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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 界 名 著  ; 39) .-- ISBN 978-986-

06510-6-5 (平裝) NT$320  

 873.596  

拯救長鬚王子  / 露西 .羅蘭德(Lucy 

Rowland) 文  ; 凱 蒂 . 哈 佛 德 (Katy 

Halford)圖 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

光點, 11011 .-- 40 面; 25X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1-00-9 (精裝)  

 873.596  

海盜的完全攻略  / 艾倫 .史諾(Alan 

Snow)文.圖 ; 蔡心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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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2 面; 

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5-7-

4 (精裝) NT$320  

 873.596  

聖誕小豬 / J.K. 羅琳(J.K. Rowling)著 ; 

吉姆 .菲爾德(Jim Field)繪  ; 謝靜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(皇冠叢書 ; 第 4979 種)(Choice ; 

346) .-- ISBN 978-957-33-3801-7 (平裝)  

 873.596  

貓戰士首部曲. 一, 荒野新生 / 艾琳.

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高子梅譯 .-- 三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

1) .-- 十週年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91-8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6  

貓戰士首部曲. 三, 祕密之森 / 艾琳.

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韓宜辰譯 .-- 三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

3) .-- 十週年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94-9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6  

100 層的巴士  / 麥克 .史密斯(Mike 

Smith)文.圖 ; 侯秋玲譯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

世界 ; PW47R) .-- ISBN 978-626-7043-

12-7 (精裝) NT$360  

 873.599  

穿著熊熊裝的噴火恐龍 / 麗莎.西恩

(Lisa Sheehan)著.繪 ; 呂行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0 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7-257-9 (精裝) 

NT$320  

 873.599  

桑 尼 說 這 是 我 的 ! / 凱 瑞 兒 . 哈 特

(Caryl Hart) 作  ; 撒 迦 利 亞 . 奧 霍 拉

(Zachariah OHora)繪 ; 吳羽涵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- (迷

繪本 ; 93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

521-510-1 (精裝) NT$350  

 873.599  

獅子阿洛睡不著 / 凱薩琳.蕾娜作.繪 ; 

郭恩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

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

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338-447-2 (精裝) NT$320  

 873.599  

跟著動物建築師過一天 / 雪倫.任塔

(Sharon Rentta)文.圖 ; 侯秋玲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小

魯繪本世界 ; APW039N) .-- ISBN 978-

626-7043-29-5 (精裝) NT$350  

 873.599  

愛說不要的小兔子 / 瑪佑克.亨瑞克

斯(Marjoke Henrichs)作 ; 柯倩華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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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40 面; 28

公分 .-- (繪本滴 ; 95) .-- ISBN 978-626-

7038-05-5 (精裝) NT$360  

 873.599  

另一個夫人 / 瑪麗.庫碧卡作 ; 周倩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646 面; 21
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20) .-- ISBN 978-

957-741-466-3 (平裝) NT$410  

 874.57  

死後四十種生活 / 大衛.伊葛門(David 

Eagleman)作 ; 郭寶蓮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R ; 99) .-- 

ISBN 978-986-0777-55-0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74.57  

致命陷阱 / 希區考克(Alfred Hitchcock)

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世界文學經典名作) .-- ISBN 

978-986-316-806-5 (平裝)  

 874.57  

律師野玫瑰 / 約翰.葛里遜著 ; 詮國翻

譯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5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69-39-6 ( 平 裝 ) 

NT$540  

 874.57  

神也鬥不過愚蠢  / 以撒艾西莫夫

(Isaac Asimov)著 ; 陳宗琛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鸚鵡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SFMaster ; 

4) .-- ISBN 978-986-94351-9-2 (平裝) 

NT$399  

 874.57  

最後的美好世界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 

F. Drucker)作 ; 陳耀宗譯 .-- 臺北市 : 

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

面; 22 公分 .-- (跨世紀大師彼得.杜拉

克全集 ; 20) .-- ISBN 978-626-95064-3-

9 (精裝) NT$480  

 874.57  

請把門鎖好 / 萊利.塞傑(Riley Sager)

著 ; 林零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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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小說選 ; 

FR6579) .-- ISBN 978-626-315-028-7 

(平裝) NT$400  

 874.57  

親愛的艾文漢森 / 瓦爾艾米奇(Val 

Emmich), 史 提 芬 列 文 森 (Steven 

Levenson), 班吉帕薩克 (Benj Pasek), 

杰思汀保羅(Justin Paul)著 ; 陳佳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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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故事館) .-- ISBN 978-626-

7000-22-9 (平裝) NT$350  

 874.57  

親愛的艾文漢森 / 瓦爾艾米奇(Val 

Emmich), 史 提 芬 列 文 森 (Steven 

Levenson), 班吉帕薩克 (Benj Pasek), 

杰思汀保羅(Justin Paul)著 ; 陳佳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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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發行, 11011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Hit 暢小說) .-- ISBN 

978-626-310-112-8 (平裝) NT$350  

 874.57  

職業殺手 / 希區考克(Alfred Hitchcock)

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世界文學經典名作) .-- ISBN 

978-986-316-807-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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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74.57  

手斧男孩 .落難童年求生記  : 作者

Gary Paulsen 自傳小說 / 蓋瑞.伯森

(Gary Paulsen)著 ; 顏湘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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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72 面; 20 公分 .-- (故事

盒子 ; 66) .-- ISBN 978-986-384-597-3 

(平裝)  

 874.59  

魔法灰姑娘  / 蓋兒 .卡森 .樂文(Gail 

Carson Levine)作 ; 趙永芬翻譯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

(小魯大獎小說 ; BSP110R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21-9 (平裝) NT$350  

 874.59  

小狗包柏的真實告白 / 凱瑟琳.艾波

蓋特(Katherine Applegate)著 ; 派翠夏.

卡思特勞(Patricia Castelao)繪 ; 劉清彥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3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30-1 (平

裝) NT$380  

 874.596  

勇敢做自己,龍龍! : 龍龍情緒教養故

事 / 比安卡.舒爾茨(Bianca Schulze)作 ; 

薩瑪拉.哈迪(Samara Hardy)繪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56-7 

(精裝)  

 874.596  

穿鞋子的狗狗 / Sangmi Ko 文.圖 ; 謝

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宇宙文

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10 .-- 40 面; 25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815-6-7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逃出這本書. 3, 月球迷航記 / 比爾.道

爾(Bill Doyle)文 ; 莎拉.賽克斯(Sarah 

Sax)圖 ; 謝靜雯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92 面; 22 公分 .-- (知識讀本館) .-- 

ISBN 978-626-305-100-3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74.596  

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 / 菲立普.史

戴(Philip C. Stead)文 ; 艾琳.史戴(Erin 

E. Stead)圖 ; 柯倩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40 面; 22X24 公分 .-- (小魯

療癒繪本 ; AHL011) .-- 中英對照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18-9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 874.596  

噓!不要吵醒龍龍 : 龍龍睡前晚安故

事 / 比安卡.舒爾茨(Bianca Schulze)作 ; 

薩瑪拉.哈迪(Samara Hardy)繪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54-3 

(精裝)  

 874.596  

誰最愛龍龍? : 龍龍情緒教養故事 / 

比安卡.舒爾茨(Bianca Schulze)作 ; 薩

瑪拉.哈迪(Samara Hardy)繪 .-- 初版 .-

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55-0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樹旅館. 4, 重建溫暖的家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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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0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91-6 (平

裝) NT$330  

 874.596  

顛覆童話. 特別篇. 2, 艾比遊歷奧茲

國  / 莎 拉 . 梅 林 諾 斯 基 (Sarah 

Mlynowski)作 ; 舒靈譯 .-- 初版 .-- 高

雄 市  : 東 雨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Much 讀

本 ; 88) .-- ISBN 978-957-521-516-3 (平

裝) NT$220  

 874.596  

魔法童話. 6, 最終魔法 / 克里斯.柯爾

弗(Chris Colfer)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

冊 .-- (PLUS 讀本 ; 18) .-- ISBN 978-

957-521-511-8 (全套:平裝) NT$420  

 874.596  

小西的球 / 克里斯瑞卡(Chris Raschka)

文.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40 面 ; 

25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-44-

8 (精裝) NT$300  

 874.599  

屋裡屋外 / 范雷韻(LeUyen Pham)文

圖 ; 柯倩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52 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274-566-3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樹懶桑皮快一點  / 卡蜜那提(Chiara 

Carminati) 文  ; 安 嘉 拉 茉 (Roberta 

Angaramo)圖 ; 楊雅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

繪 本 館 ) .-- ISBN 978-986-5576-42-4 

(精裝) NT$300  

 874.599  

雙語故事書會唱歌 : Hansel and Gretel

糖 果 屋  / 納 迪 亞 . 希 金 斯 (Nadia 

Higgins)改編 ; 馬可.瓜達盧佩(Marco 

Guadalupi)繪 圖  ; 三民書 局編 輯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 面; 26 公

分 .-- (小山丘點讀) .-- 中英對照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73-9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雙語故事書會唱歌 : Little Red Riding 

Hood 小紅帽 / 強納森.皮爾(Jonahtan 

Peale) 改 編  ; 路 加 . 賽 金 馬 吉 (Luke 

Seguin-Magee)繪圖 ; 三民書局編輯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 面; 26 公
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307-

374-6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雙語故事書會唱歌 : Rapunzel 長髮公

主 / 強納森.皮爾(Jonathan Peale)改編 ; 

維勒.凱拉巴瑞亞(Villie Karabatzia)繪

圖 ;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

- ISBN 978-626-307-365-4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雙語故事書會唱歌 : The Frog Prince

青 蛙 王 子  / 納 迪 亞 . 希 金 斯 (Nadia 

Higgins)改編 ; 阿維埃爾.貝索(Aviel 

Basil)繪圖 ;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307-366-1 (精

裝)  

 874.599  

歡迎卡比山的新朋友 / 科里.杜若菲

德(Cori Doerrfeld)文.繪 ; 李貞慧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5X25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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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(繪本館 ; 74)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68-4 (精裝) NT$320  

 874.599  

我想說聲謝謝你 / 吉娜.哈瑪迪(Gina 

Hamadey)著 ; 陳芙陽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精 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0-180-0 (平裝) NT$360  

 874.6  

念念 / 江青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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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People ; 

472) .-- ISBN 978-957-13-9443-5 (平裝) 

NT$380  

 874.6  

悉達多 : 一首印度的詩(流浪者之歌) 

/ 赫曼.赫塞(Hermann Hesse)著 ; 姜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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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25-0 (平

裝) NT$280  

 875.57  

德米安 : 埃米爾.辛克萊年少時的故

事(徬徨少年時) / 赫曼.赫塞(Hermann 

Hesse)著 ; 姜乙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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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0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9-526-7 (平裝) NT$300  

 875.57  

布萊梅樂隊 / 楊雅鈞譯寫 ; 歐尼可夫

(Igor Oleynikov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-

41-7 (精裝) NT$280  

 875.599  

我處祂方 : 一名巴黎同志的愛與信

仰之路 / 朴雨歌(Hugues Pouyé)作 ; 林

季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開學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4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2-5-7 (平

裝) NT$350  

 876.57  

零公里 : 我與幸福的距離 / 莫德.安卡

娃(Maud Ankaoua)著 ; 黃琪雯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05-7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 876.57  

歐也妮.葛朗臺 / 巴爾札克著 ; 傅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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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愛經典 ; 55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460-2 (精裝) NT$350  

 876.57  

魔人與海盜王 / 莫理士.盧布朗原著 ; 

東方編輯部改寫 ; 吳健豐繪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

- (亞森.羅蘋傳奇系列 ; 19) .-- ISBN 

978-986-338-435-9 (平裝) NT$260  

 876.59  

小豆子的繪畫學校 / 大衛.卡利(David 

Cali) 文 字  ; 賽 巴 斯 提 安 . 穆 藍

(Sébastien Mourrain)繪圖 ; 林幸萩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0 .-- 40 面 ; 25 公分  .-- 

(iREAD) .-- ISBN 978-957-14-7293-5 

(精裝)  

 876.599  

帕 可 好 愛 拍 電 影  / 瑪 嘉 莉 . 呂 榭

(Magali Le Huche)圖.文 ; 艾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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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32 面; 21

公分 .-- (finger book ; 21) .-- ISBN 978-

626-7038-01-7 (精裝) NT$450  

 876.599  

神曲 : 但丁逝世七百週年.圖像精華

版  / Dante Alighieri 著  ; Lorenzo 

Mattotti, Milton Glaser, Gustave Doré 繪 ; 

陳潔曜譯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
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44

面; 29 公分 .-- (iMAGE3 ; if037) .-- 

ISBN 978-986-0777-57-4 ( 精 裝 ) 

NT$1000  

 877.51  

*快樂可以是這樣的... / 亞莉安納帕

皮尼(Arianna Papini)文.圖 ; 蔡筱亭中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十字書屋出

版 ; [臺北市] : 財團法人玉溪有容教

育基金會發行, 11010 .-- 28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8-2-7 (精裝) 

NT$320  

 877.599  

寄往天堂的包裹 / 克勞帝奧.哥貝提

(Claudio Gobbetti)文 ; 黛安娜.尼可洛

娃(Diyana Nikolova)圖 ; 吳羽涵譯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

本 ; 95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

521-515-6 (精裝) NT$350  

 877.599  

憤怒的蔬菜 : 我們不要喝汙水! / 克

勞帝奧.哥貝提(Claudio Gobbetti)文 ; 

黛安娜.尼可洛娃(Diyana Nikolova)圖 ; 

吳羽涵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8 面; 28

公分 .-- (迷繪本 ; 94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57-521-514-9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 877.599  

失 落 之 山  / 奧 古 斯 丁 . 馬 丁 尼 茲

(Agustin Martinez)作 ; 葉淑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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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

- (暢小說 ; 105) .-- ISBN 978-626-310-

105-0 (平裝) NT$450  

 878.57  

紅皇后首部曲 : 紅皇后 / 胡安.高美

(Juan Gómez-Jurado)作 ; 謝琬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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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82-5 (平裝)  

 878.57  

100 顆種子  / 伊莎貝 .明霍斯 .馬汀

(Isabel Minhós Martins)文 ; 河野雅拉

圖 ; 歐玲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
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40 面; 20X22 公分 .-- (小魯知識繪本 ; 

77) .-- ISBN 978-626-7043-31-8 (精裝)  

 879.599  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
洲、大洋洲文學 

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/ 杜思妥也夫斯

基著 ; 臧仲倫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冊 .-- (聯經經典) .-- ISBN 978-957-

08-6039-9 (全套:平裝)  

 880.57  

爺爺的手帕  / 貝緹 .韋思泰瑞(Bette 

Westera)文 ; 哈曼.凡.斯達登(Harmen 

van Straaten) ; 柯倩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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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0-403-2 (精裝)  

 881.6596  

漫 漫 長 路  / 彼 得 . 霍 拉 賽 克 (Petr 

Horáček)文.圖 ; 范媛媛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69-6-9 (精裝)  

 882.4599  

安徒生的一生 / 海茲.雅尼許(Heinz 

Janisch)文  ; 瑪雅 .卡斯特利奇(Maja 

Kastelic)圖 ; 游珮芸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56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90-9 (精裝) 

NT$350  

 882.5596  

薇若妮卡想不開 / 保羅.科爾賀(Paulo 

Coelho)著 ; 劉永毅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藍小

說 ; 316) .-- ISBN 978-957-13-9438-1 

(平裝) NT$320  

 885.7157  

藍色小花 / 索妮雅.哈特奈特(Sonya 

Hartnett)作 ; 加百列 .埃文斯(Gabriel 

Evans)繪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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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4 面; 

23X2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6815-5-0 (精裝) NT$320  

 887.1596  

才 不 可 愛 ! / 菲 利 浦 . 邦 廷 (Philip 

Bunting)文.圖 ; 張翔穎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(格

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 978-986-5576-

40-0 (精裝) NT$300  

 887.1599  

新聞學 

中國新聞業年度觀察報告 . 2020 = 

Annual report of Chinese journalism. 

2020 / 張志安, 徐桂權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龍時代, 11010 .-- 376 面; 23

公分 .-- (社會館 ; ES012) .-- ISBN 978-

986-98780-6-7 (平裝) NT$750  

1.新聞業 2.中國  898  

藝術類 

總論 

找到你的藝術家靈魂 : 啟動你創造

性魔法的實用指南 / 麗莎.康頓(Lisa 

Congdon)作 ; 官妍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化創意

產業 ; 32) .-- ISBN 978-626-7031-03-2 

(精裝) NT$400  

1.藝術哲學 2.創造力  901.1  

畫廊主帶您進入藝術圈 : 鑑賞.從業.

創作.收藏 = Gallery owner take you into 

the art world : appreciation. practice. 

creation. collection / 李宜洲(Gary Lee)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雲畫廊 , 

11010 .-- 冊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88808-3-2 (上冊:平裝) NT$280 .-- 

ISBN 978-986-88808-4-9 (下冊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88808-5-6 (全

套:平裝)  

1.藝術欣賞 2.藝術經紀 3.文化產業 

4.藝術市場  901.2  

觀看的藝術 : 如何解讀現代與當代

藝 術  / 蘭 斯 . 埃 斯 布 倫 德 (Lance 

Esplund)作 ; 張穎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12-5-3 (平裝) NT$380  

1.藝術評論 2.現代藝術  901.2  

大高雄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專輯  : 

藝遊蛻變 飛越 43 / 林愛華主編 .-- 高

雄 市  : 大 高 雄 青 溪 新 文 藝 學 會 , 

11009 .-- 10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1405-2-2 (精裝) NT$8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世界 : 苗栗縣美術名家年展. 2021 = 

World : Miaoli County Artists Annual 

Exhibition / 林彥甫總編輯 .-- 苗栗市 : 

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, 11010 .-- 170

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

91-8 (精裝) NT$5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未竟之旅 : 林瑞珍與他的朋友們 = 

An incomplete journey : Lin Jui-Chen 

and his peers / 呂信芳總編輯 .-- 宜蘭

市 :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- 170
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8-

56-4 (平裝) NT$75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藝文技訓成

果展精彩實錄. 109 年 = 2020 Art and 

Literature Skill Exhibition of National 

Correction Institutions / 林錦 清 總 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法務部矯正署

臺中監獄出版 ; [桃園市] : 法務部矯

正署發行, 11009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43-65-8 ( 精 裝 ) 

NT$500  

1.藝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南投縣美術家聯展專輯. 2021 / 林榮

森總編輯 .-- 南投市 : 南投縣政府文

化局, 11011 .-- 180 面; 25X26 公分 .-- 

(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; 242) .-- ISBN 

978-986-5422-78-3 (平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桃 城 美 展 . 第 25 屆  = The Art 

Exhibition of Chiayi City / 李兆隆, 許

琇惠執行編輯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立

美術館, 11009 .-- 96 面; 25X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24-91-6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埔鹽鄉藝術家聯展專輯. 第十九屆 / 

施宗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埔鹽

鄉 :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, 11010 .-- 88

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

27-3 (平裝) NT$28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嘉義市美術協會成果專輯. 2021 第十

七屆 / 王德合, 張語彤編輯 .-- 嘉義市 : 

嘉義市美術協會 , 11009 .-- 144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2659-6-

7 (平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點......點 : 李明學個展 / 李明學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框外森林設計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116 面; 21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6613-1-7 (平

裝) NT$500  

1.現代藝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磺 溪 美 展 . 22 屆  = Huangsi Art 

Exhibition / 張雀芬總編輯  .-- 第一

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11010 .-

- 21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73-22-8 (精裝) NT$36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藝流.系譜.學院之道 : 大臺中學院美

術教學源流 / 李思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藝術家出版社 ; 臺中市 : 臺中

市政府文化局, 11010 .-- 120 面; 25X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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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2-280-7 (平裝) 

NT$280  

1.藝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柳 川 論 藝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. 2021 = 

Liuchuan Conference on Art / 國立臺中

教育大學美術學系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蕭寶玲出版 : 國立臺中教育大

學美術學系發行, 11011 .-- 48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02-2 (平裝)  

1.藝術 2.藝術評論 3.文集  907  

桃園之美術史續編 : 從地方學出發

的美術史與其脈絡 / 姜昌明著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姜昌明美學工作室, 

11009 .-- 2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4789-4-7 (平裝) NT$200  

1.美術史 2.桃園市  909.33/109  

花蓮縣地方美術發展脈絡委託研究

計畫 / 潘小雪, 葉柏強, 黃錦城, 羅詩

蘋作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文化

局, 11009 .-- 4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9-55-3 (平裝)  

1.美術史 2.花蓮縣  909.33/137  

美無定相 / 黃文樹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, 11009 .-- 

21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6-

244-7 (平裝) NT$500  

1.李伯元 2.藝術家 3.傳記 4.藝術評

論 5.作品集  909.933  

播種藝術的園丁 : 倪朝龍 / 黃嘉勝, 

倪玉珊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

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- 280 面; 26 公

分 .-- (典藏臺中系列 ; 18)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31-8 (精裝) NT$680  

1.倪朝龍 2.藝術家 3.臺灣傳記  

909.933  

覺醒.義大利 : 文藝復興 / 艾西亞.格

拉齊亞諾(Asia Graziano)作 ; 王存立, 

謝汝萱, 邱艷翎, 沈函儀, 宓儀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翡冷翠文創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968 面; 44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943-2-3 (精裝)  

1.藝術家 2.作品集 3.文藝復興 4.義

大利  909.945  

音樂 

曲水流雲 / 金慶雲著 .-- 臺北市 : 聯

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72 面 ; 21 公分  .-- (人物系列  ; 

C019) .-- ISBN 978-986-323-411-1 (平

裝) NT$360  

1.金慶雲 2.聲樂 3.音樂家 4.自傳 5.臺

灣  910.9933  

真實的莫札特 : 30 首樂曲+書信+漫

畫讀懂他的一生傳奇 / 唐納凡.畢克

斯萊(Donovan Bixley)著 ; 洪世民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

- (圖解 ) .-- ISBN 978-957-08-6037-5 

(平裝)  

1.莫札特(Mozart, Wolfgang Amadeus, 

1756-1791) 2.傳記 3.漫畫  910.99441  

偉大作曲家群像 : 李斯特 / 布魯斯.莫

利森著 ; 賴慈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6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42-6 (平

裝) NT$380  

1.李斯特(Liszt, Franz, 1811-1886.) 2.

音樂家 3.傳記 4.匈牙利  910.99442  

超音樂理論 音階.音程 / 侘美秀俊著 ; 

徐欣怡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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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

195-4 (平裝) NT$350  

1.樂理  911.1  

大人的鋼琴教科書 : QR Code 影片+

全圖解,學會手型、觸鍵、指法安排、

基礎和弦和雙手彈奏 / 丹內真弓著 ; 

徐曉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4

公分 .-- (Magic ; 48) .-- ISBN 978-986-

06659-9-4 (平裝) NT$450  

1.鋼琴 2.音樂教學法  917.105  

建築 

家常對話 : 走入社宅公共藝術的秘

密基地 / 好伴社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, 臺

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, 11010 .-- 68 面; 

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26-4 (平

裝)  

1.公共藝術 2.都市計畫 3.住宅政策 

4.集合住宅 5.臺中市  920  

傳統建築交趾研究 / 王慶臺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王慶臺, 11009 .-- 32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33-

6 (精裝) NT$4000  

1.建築藝術 2.裝飾藝術 3.福建省金

門縣  921.7  

淡水河流域傳統合院民居與潛力文

資建築. Vol.2 = Traditional courtyard 

houses and potential cultural heritage 

architectures in Tamsui River Basin / 李

長蔚計畫主持 ; 邵慶旺共同主持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

11009 .-- 6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96-3-8 (平裝)  

1.房屋建築 2.建築藝術 3.文化資產

保存 4.淡水河  928.33  

台灣景觀大獎專輯. 2020 第八屆 = 

The 8th Taiwan Landscape Awards / 陳

子婷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

景觀學會, 11009 .-- 224 面; 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5092-9-9 ( 精 裝 ) 

NT$1200  

1.景觀工程設計 2.景觀藝術 3.作品

集  929  

雕塑 

無限 : 麗寶國際雕塑雙年獎. 第五屆 

= The 5th Lih Po international sculpture 

biennial awards : infinity / 財團法人麗

寶文化藝術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, 

11012 .-- 108 面; 25X25 公分 .-- 中英

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5987-4-3 (精裝) 

NT$800  

1.雕塑 2.作品集  930  

刻畫詠物詩 : 臺南市傳統工藝磚雕

保存者 : 王郭挺芳生命史/作品集 / 王

郭挺芳口述 ; 陳佳楓, 蕭瓊瑞撰文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0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87-39-3 (精裝) NT$450  

1.王郭挺芳 2.雕塑家 3.磚畫 4.藝術

評論 5.作品集  930.9933  

臺灣國際木雕裝置藝術大展. 2021 = 

Taiwan International Installation Art 

Exhibition of Wood Sculpture / 林彥甫

總編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

觀光局, 11011 .-- 71 面; 30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20-95-6 (平

裝) NT$250  

1.木雕 2.裝置藝術 3.作品集  933  

臺灣國際木雕競賽作品展 . 2021 = 

Taiw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

Exhibition of Wood Sculpture / 林彥甫

總編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

觀光局, 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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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20-96-3 (平

裝) NT$600  

1.木雕 2.作品集  933  

鐵漢柔情.鐵焊農情 : 林允力藝術創

作集 / 陳美玲撰文 .-- 臺南市 : 財團

法人方圓文化藝術基金會, 11009 .-- 

5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210-

5-2 (平裝) NT$400  

1.鐵雕 2.作品集  935.2  

季節歲月  : 廖修平作品集  = Life's 

season : the art works of Liao Shiou-Ping 

/ 廖修平著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

園市政府文化局 , 11010 .-- 60 面 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32-

6 (平裝) NT$500  

1.版畫 2.畫冊  937  

相遇文學風華 : 向台灣文學作家致

敬 : 林耀堂版畫選集 / 林耀堂作 .-- 新

北市 : 財團法人呂邱刊文化藝術基

金會, 11010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9-0-9 (平裝) NT$800  

1.版畫 2.人物畫 3.數位藝術 4.畫冊  

937  

神山清子柴燒陶藝展. 二 0 二一 : 台

日情緣 / 神山清子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

縣竹南鎮  : 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 , 

11009 .-- 60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872-1-8 (平裝) NT$550  
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 938  

燿  : 北科大 .陶博館合作交流展  = 

Glory : A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

Collection of Yingge Ceramics Museum 

and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al Taipei 

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/ 王怡惠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陶瓷學會, 

11010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

- ISBN 978-986-94042-5-9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 938  

王清霜 100+ : 漆藝巨擘百歲特展 = 

Centenary inheritance traditional lacquer 

craft special exhibition for the 100th 

anniversary of Mr. Wang Ching-Shuang 

/ 陳若容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文

化部文化資產局, 11009 .-- 208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07-0 (平裝) 

NT$500  

1.漆藝 2.作品集  938.9  

漆采本紀 : 南投縣漆藝發展史 / 黃世

輝, 張賽青撰稿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
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, 11010 .-- 226 面; 

30 公分 .-- (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; 

244) .-- ISBN 978-986-5422-79-0 (平裝)  

1.漆藝 2.天然漆 3.產業發展 4.南投

縣  938.9  

書畫 

以牛為友,蓮竹是依 : 從東湖畫看越

南農民的生活世界 / 嚴智宏著 .-- 初

版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國立暨南國際

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, 11010 .-- 355 面; 

24 公分 .-- (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

亞研究中心叢書) .-- ISBN 978-626-

95201-0-7 (精裝)  

1.版畫 2.畫論  940.1  

文人畫最後一筆 : 溥心畬書畫特展 = 

The last stroke of literati painting : a 

special exhibition of painting and 

calligraphy by Pu Hsin-Yu / 劉芳如, 何

炎泉, 邱士華, 浦莉安文字撰述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國立故宮博物院 , 

11010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62-848-2 (精裝)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5  

蹽溪過嶺  : 黃國書書法創作展  = 

Traversing Rivers & Mountains : the 

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Huang Kuo-

Shu. / 黃國書作 .-- 臺北市 : 墨海樓國

際藝術研究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551-7-6 (平

裝) NT$30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名家書法練習帖 : 顏真卿.多寶塔碑 / 

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80 面 ; 23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701-9-6 (平裝) NT$180  

1.法帖  943.5  

書墨間的風采 : 2021(109)年金門縣書

法學會年度交流活動照片及作品展

專輯 / 金門縣書法學會編著 .-- [臺北

市] : 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 金

門縣 : 金門縣書法學會發行, 11009 .-

- 1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9-

118-1 (平裝) NT$45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6  

練習寫好字 : 菜根譚佳句選. I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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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

022-7 (平裝)  

1.習字範本  943.9  

練習寫好字 : 菜根譚佳句選. II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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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

023-4 (平裝)  

1.習字範本  943.9  

靜心習字.日日書寫 / Jason Su, 大風

文創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1-8-9 (平

裝) NT$180  

1.習字範本  943.97  

劉墉帶你走進故宮的鎮館三寶 / 劉

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羲之堂文化
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67-9-1 (平

裝) NT$680  

1.中國畫 2.藝術欣賞 3.通俗作品  

944  

千年山水 半日浮生 : 走進北宋三畫 / 

梅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長歌藝術

傳播有限公司, 11009 .-- 7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98-6-8 (平裝) 

NT$660  

1.中國畫 2.畫論 3.畫冊  945.5  

江山如此多嬌 : 兩岸藝術家共繪泰

山 / 王正典, 孫迪, 麻念台編著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中國藝術家協會 , 

11010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485-1-7 (平裝) NT$960  

1.山水畫 2.畫冊  945.5  

鎮院國寶 : 范寬.郭熙.李唐 = A trio of 

national treasures : Fan Kuan, Guo Xi, 

and Li Tang at the National Palace 

Museum / 陳韻如, 劉芳如, 浦莉安文

字撰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故宮

博物院, 11010 .-- 164 面; 28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562-849-9 (平

裝) NT$950  

1.山水畫 2.畫論 3.畫冊  945.5  

乘物以遊心 : 胡九蟬寫意人文畫集 = 

An unfettered mind : Hu Jo Zen's Zen-

style literati paintings / 胡九蟬著作 .-- 

初版 .-- 新竹市 :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, 

11009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422-34-8 (平裝) NT$8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島嶼傳說  : 黃淑卿作品集 . 2021 = 

Tales of the island : the art works of 

Huang Shu-Ching / 黃淑卿作 .-- 初版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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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臺北市 : 黃淑卿, 11011 .-- 72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23-

7 (平裝) NT$6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島嶼傳說 : 黃淑卿作品集 = Tales of 

the island : the art works of Huang Shu-

Ching / 黃淑卿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 11010 .-- 72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31-

9 (平裝) NT$5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彩墨金浯 : 2021 吳鼎仁畫集 / 吳鼎仁

作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

文化局, 11009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8-36-1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尋色.逐光 : 高永隆作品集 = Searching 

color. chasing light : album by Yung-

Lung Kao / 高永隆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

市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- 120 面; 26X25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30-1 (精裝) 

NT$650  

1.膠彩畫 2.水墨畫 3.畫冊  945.6  

卡通風格人物創作 / 傑克.漢姆(Jack 

Hamm)著 ; 林柏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易博士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10 .-- 12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0-191-6 (平裝) NT$800  

1.人物畫 2.繪畫技法  947.2  

賽博龐克 x 蒸氣龐克 : 科幻藝術畫集

典藏版 / gaatii 光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01-521-

4 (全套:精裝) NT$1500  

1.繪畫 2.視覺藝術 3.畫冊  947.39  

我的 30 分媽媽. 2 / 高木直子著 ; 陳

怡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

- (Titan ; 141) .-- ISBN 978-986-179-

694-9 (平裝) NT$380  

 947.41  

青苔咖啡店 / 海豹作 .-- 初版 .-- 南投

縣集集鎮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

生物研究保育中心, 11010 .-- 216 面; 
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64-4 (平

裝) NT$200  

1.漫畫  947.41  

咒術迴戰最終研究 : 特級咒靈解析

禁書 / コスミック出版編輯部作 ; 廖

婉伶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

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1-4-1 (平裝) 

NT$280  

1.漫畫 2.讀物研究  947.41  

藍夢狂氣 : 峇里島.海底佛寺.神龍 / 

李國權作 ; 太陽兵團插畫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
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60 面; 

23 公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35) .-- 

ISBN 978-986-5588-45-8 (平裝)  

1.漫畫  947.41  

fouatons 的幻想博物館 : 服飾與小物

插畫作品集 / fouatons 著 ; 王盈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49-9 (平裝)  

1.插畫 2.畫冊  947.45  

英姿颯爽!漫畫商務男士西裝技巧 / 

株式会社 Remi-Q 作 ; 黃美玉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01-526-9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帥氣女性的畫法 = How to draw cool 

women / 玄光社作 ; 邱顯惠翻譯 .-- 新

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2-00-5 (平裝) NT$40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神彩飛揚 : 插畫創作的思維與表現. 

V / 林學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

優文化, 11009 .-- 400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13-9-1 ( 精 裝 ) 

NT$135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3.畫冊  947.45  

插畫集 : 十五位青年插畫家的腦洞

大開作品 / 程雨萍, 林靜芝作 .-- [臺

北市] : 墨客會社有限公司出版 ; 新

北 市  : 台 北 海 洋 科 技 大 學 發 行 , 

11009 .-- 56 面; 21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267-3-7 (平裝) NT$450  

1.插畫 2.畫冊  947.45  

*大壞狼 = The big bad wolf / 杜岳作 .-

- [臺北市] : 杜岳 , 11011 .-- 79 面; 

21X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77-0 (平裝) NT$100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開心嗎?麗春 / 陳昇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96 面; 26 公分 .-- (陳昇作品集 ; 5) .-

- ISBN 978-986-133-796-8 (精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璞玉發光 : 全國藝術行銷活動得獎

專輯. 110 年 = Luminous art marketing 

/ 廖婷音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

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, 11009 .-- 80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98-1 (精

裝) NT$50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鴻梅新人獎聯展作品集. 2021 / 劉信

義, 劉鳳鴒, 陳劭彥, 張峻碩, 洪瑄, 梁

廷毓, 楊浤淵, 吳軍, 汪正翔, 賴志婷

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財團法人鴻梅

文化藝術基金會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91990-6-3 (全套:平裝)  

1.西洋畫 2.畫冊 3.畫論  947.5  

一枝鉛筆什麼都能畫 : 馬諾老師的

逼真鉛筆素描技法 / 馬諾.曼特里著 ; 

林芷柔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5-8-7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鉛筆畫 2.素描 3.繪畫技法  948.2  

用色鉛筆畫出無敵簡單可愛圖 / 文

寶卿著 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5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61-

6 (平裝)  

1.鉛筆畫 2.繪畫技法  948.2  

北海道四季彩繪之旅 / Tuna の小宇

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太雅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

(Taiwan creations ; 8) .-- ISBN 978-986-

336-418-4 (平裝) NT$360  

1.水彩畫 2.風景畫 3.繪畫技法  

948.4  

從 12 色開始 水彩繪畫的基本混色技

法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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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65-9-4 (平裝) NT$400  

1.水彩畫 2.繪畫技法  948.4  

動心.用情 : 張麗君水彩創作展 = Full 

of love : watercolor painting solo 

exhibition by Chang Li-Chun / 張麗君

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

蘆墩文化中心, 11010 .-- 76 面; 25X26

公分 .-- (藝術薪火相傳: 臺中市美術



82 

 

家接力展. 第 11 屆) .-- ISBN 978-626-

7001-37-0 (平裝) NT$350  

1.水彩畫 2.畫冊  948.4  

陳合發畫藝創作集. 2021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 : 合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33-0-7 ( 平 裝 ) NT$3500 .-- 

ISBN 978-626-95133-1-4 ( 精 裝 ) 

NT$3800  

1.水彩畫 2.工筆畫 3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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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8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0-08-6 (第

2 冊:平裝)  

1.水彩畫 2.畫冊  948.4  

微 博 彩 萃  : 歐 宗 悅 作 品 集  = 

Abundance : Ou Tzong-Yueh paintings 

collection / 呂誼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, 

11012 .-- 108 面; 21X30 公分 .-- (澎湖

縣文化資產叢書 ; 321) .-- ISBN 978-

986-5427-75-7 (平裝) NT$350  

1.水彩畫 2.畫冊  948.4  

世界逍遙游 : 歐麗珠油畫作品集 = 

Carefree soaring : the art collections / 歐

麗珠創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藏美整

合行銷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84 面 ; 

24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31-0-

8 (精裝) NT$15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做 夢 的 時 候 散 步  = Strolling while 

dreaming / 黃思綺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黃思綺, 11011 .-- 80 面; 17X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44-2 (線裝)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潮汐時間表 : 瑪莉娜.克魯斯 = Tide 

table : Marna Cruz / 瑪莉娜 .克魯斯

(Marna Cruz)著  ; 派崔克 .佛洛雷斯

(Patrick Flores)專文 .-- 臺北市 : 安卓

藝術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76 面; 

29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

98820-5-7 (精裝)  

1.油畫 2.複合媒材繪畫 3.畫冊  

948.5  

碎小集 : 王冠蓁 2014-2020 壓克力畫

布草圖 / 王冠蓁作 .-- 初版 .-- [臺北

市] : 財團法人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, 

11011 .-- 160 面; 21X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29-0-4 (平裝)  

1.壓克力畫 2.畫冊  948.94  

攝影；電腦藝術 

旅遊拍攝設計寶典 / 新知互動作 .-- 

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10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88-1 (平

裝)  

1.攝影技術 2.攝影器材 3.戶外攝影  

952  

日 系 寫 真 風 格 編 修 術  : 活 用

Lightroom 掌握營造作品情境的竅門 

/ 嵐田大志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

部發行, 11011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6-211-2 (平裝)  

1.數位影像處理 2.數位攝影  952.6  

世界不隨人類生滅 = The world began 

without the human race and it will end 

without it / 黃舒屏主編 .-- 臺中市 : 國

立臺灣美術館, 11010 .-- 88 面; 26 公
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15-5 (平裝) NT$700  

1.數位藝術 2.高科技藝術 3.藝術展

覽  956  

像 素 藝 術 背 景 畫 法 完 全 解 析  : 

ULTIMATE PIXEL CREW REPORT 配

色 x 構 圖 x 透 視  / APO+, 

MOTOCROSS SAITO, SETAMO 著 ; 

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44-4 (平裝)  

1.電腦繪圖 2.繪畫技法  956.2  

黃心健的 XR 聖經 / 黃心健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

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: 

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0 公分 .-- (Hermes ; 

20) .-- ISBN 978-626-95194-9-1 (平裝) 

NT$320  

1.數位藝術 2.數位媒體 3.藝術設計

學  956.7  

映河 = Reflection of rivers / 歐晉德總

策劃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看見.齊柏

林基金會, 11010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7745-2-9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河川 2.自然景觀 3.攝影集  957.2  

飛羽攝影. 2, 花鳥 / 謝正英編著 .-- 基

隆市 : 謝正英, 11010 .-- 120 面; 19X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25-1 (平裝)  

1.動物攝影 2.鳥類 3.花卉 4.攝影集  

957.4  

舞蹈風情 :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攝影

專輯. 109 學年度 / 張庭瑄執行編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8 .-- 

196 面; 26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2-76-4 (精裝) NT$300  

1.攝影集 2.舞蹈  957.9  

海與海濱的 100 種人 / Hker left our 

home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

台灣香港協會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48-0-9 (平裝) 

NT$999  

1.攝影集  958.2  

壽山攝影學會創會 55 週年會員聯展 

/ 黃正誠主編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壽山

攝影學會, 11010 .-- 156 面; 26X2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2653-6-3 (精裝)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臺灣攝影家 : 何經泰 = Photographers 

of Taiwan : Ho Ching-Tai / 姜麗華研究

主編兼主筆 ; 呂筱渝專文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012 .-- 

20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18-6 (精裝) NT$980  

1.何經泰 2.攝影師 3.攝影集  959.33  

臺灣攝影家 : 張武俊 = Photographers 

of Taiwan : Chang Wu-Chun / 關秀惠研

究主編兼主筆 ; 郭懿萱專文 .-- 初

版  .-- 臺中市  : 國立臺灣美術館 , 

11012 .-- 20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17-9 (精裝) NT$980  

1.張武俊 2.攝影師 3.攝影集  959.33  

臺灣攝影家 : 雷驤 = Photographers of 

Taiwan : Lay Hsiang / 梁秋虹研究主編

兼主筆 ; 藍祖蔚專文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012 .-- 208 面; 
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16-2 (精

裝) NT$980  

1.雷驤 2.攝影師 3.攝影集  959.33  

工藝美術 

尬藝 : 臺灣傳統工藝新生代展演暨

國際學術研討會作品集 / 李長蔚計

畫主持 ; 邵慶旺共同主持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11010 .-

- 1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96-4-5 (平裝)  

1.工藝美術 2.作品集  9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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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思考高峰論壇 / 卓芝宇總編輯 .-

- [臺南市] :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

設計研究所, 11009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04-8-6 (平裝)  

1.設計 2.創造性思考 3.文集  960.7  

日本配色手冊 / SendPoints 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8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0-5-

3 (平裝) NT$480  

1.色彩學 2.產品設計 3.日本美學  

963  

圖解現代色彩學  / 陳鴻興, 蕭琇霙
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5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02-9 (平裝) 

NT$300  

1.色彩學  963  

視覺識別系統規劃創作論述 = The 

creation report of visual identity system 

design / 顏永杰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喆盤古形象設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421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162-0-9 (平裝)  

1.企業識別體系 2.商標設計 3.視覺

設計  964  

飾在璧形 : 電腦繪圖於飾品"形"與"

象"之創作論述 / 廖珮玲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59-0 (平裝) NT$1280  

1.工藝設計 2.工藝美術 3.電腦繪圖 

4.裝飾品  964  

印 尼 蠟 染 特 展  = Indonesian Batik 

Exhibition / 楊芳綺, 陳聖元, 賴芷儀文

字撰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故宮

博物院, 11010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562-850-5 (平

裝)  

1.蠟染 2.作品集 3.印尼  966.7  

零基礎也學得會!最詳實的透視圖與

背景描繪技法 / 中山繁信著 ; 蕭辰倢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4-869-0 (平裝)  

1.室內設計 2.建築圖樣 3.透視學  

967  

其寂寥寥 : 空間經驗與家具創作 = 

Soul of silence : space experience and 

furniture design / 王聚勝編著 .-- 第 1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藝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60 面; 33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06308-1-7 (平裝) 

NT$2200  

1.家具設計 2.作品集  967.5  

飾在璧形 = Gem deco gem / 廖珮玲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88 面; 18X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9-58-3 ( 平 裝 ) 

NT$1280  

1.工藝美術 2.裝飾品  968  

珠寶設計原創繪本 / 蔡宜軒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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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

- 210 面; 25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0796-53-7 (精裝) NT$2000  

1.珠寶設計 2.金屬工藝 3.作品集  

968.4  

飾 事 如 意  = Jewelry, the pursuit of 

happiness / 廖珮玲著 .-- 新北市 : 華夏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9 .-- 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9-57-6 (平裝) 

NT$680  

1.珠寶設計  968.4  

技藝 

Flower Noritake : 與花生活的日日 / 則

武潤二, 則武有里著 ; 林以庭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82-4 (平裝) NT$580  

1.花藝  971  

大人的摺紙書 : 一摺就紓壓!從禮物

盒、信封袋到可愛小物,29 款用一張

紙就能做的迷人紙藝品 / Sweet Paper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

- 附影片+全圖解 .-- ISBN 978-626-

95113-1-0 (平裝) NT$380  

1.摺紙  972.1  

茶藝應用教育學  / 范增平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1 .-- 冊  .-- (學茶教程  ; 

1303B01) .-- ISBN 978-986-478-539-1 

(全套:平裝) NT$980  

1.茶藝 2.茶藝館  974  

*細細品味茶文化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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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80 面; 21

公分 .-- (故事館 ; 83) .-- ISBN 978-986-

449-246-6 (平裝) NT$310  

1.茶藝 2.茶葉 3.文化 4.通俗作品  

974.8  

滌煩子 : 茶文化筆記 / 羅文玲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110 面; 23 公分 .-- (文

化生活叢書. 宋韻唐風茶文化叢刊 ; 

1303C02) .-- ISBN 978-986-478-538-4 

(平裝) NT$500  

1.茶藝 2.茶葉 3.文化  974.8  

戲劇 

講戲與做戲 廖瓊枝經典折子戲 劇本

與表演詮釋 / 陳濟民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, 

11010 .-- 20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06-3 (精裝) NT$1200  

1.歌仔戲 2.劇評 3.表演藝術  983.33  

英雄與掙扎 : 華格納歌劇唐懷瑟&崔

斯坦與伊索德 : 戲劇音樂深度解析 / 

理查.華格納作 ; 詹益昌, 王子謙編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夜鶯

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

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56

面; 28 公分 .-- 中德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96647-2-1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1200  

1.歌劇 2.劇評  984.6  

研究電影 : 讓你看電影與眾不同 / Ed 

Sikov 著 ; 廖澺蒼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34-0 (平裝) NT$340  

1.電影 2.影評  987  

電 影 藝 術  : 形 式 與 風 格  / David 

Bordwell, Kristin Thompson, Jeff Smith

著 ; 曾偉禎譯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美

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

灣分公司,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7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41-475-9 (精裝)  

1.電影理論  987.01  

C 的小故事 / 鍾孟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88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0-3-9 (精裝) 

NT$480  

1.鍾孟宏 2.電影導演 3.自傳  

987.099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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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電影,一個旅程 : 電影開路,探訪

未知的東南亞 = One film one journey : 

Southeast Asia's unknown past, present 

and future / 鍾適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大樹音樂圖像有限公司, 大

田出版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320 面; 

15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0-0-

5 (平裝) NT$500  

1.電影 2.影評 3.文化 4.東南亞  

987.2  

2049 / 瀚草影視.英雄旅程原創故事 ; 

繆非小說改寫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華人創

作  ; BLC106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328-8 (平裝) NT$380  

1.電視劇  989.2  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 

一百則旅行諺語,一百個你該旅行的

理由 / 田臨斌(老黑)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66-4 (平裝) NT$380  

1.旅遊  992  

*觀光行政與法規 / 莊勝評編著 .-- 第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40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79-1 (平裝) 

NT$500  

1.觀光行政 2.觀光法規  992.1  

他鄉 .故鄉  : 澎湖南方四島紀行  = 

Ranger diaries : work and life in south 

Penghu Marine National Park / 吳明翰

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海洋國家公園

管理處, 11010 .-- 164 面; 20X27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6-20-7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人文地理 2.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

園  992.3833  

環保旅館 = Green hotels / 吳則雄, 張

佩珍, 林嘉琪, 李欽明, 王建森, 莊景

富, 賴英士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

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56 面; 23 公分 .-- (餐飲旅館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298-384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旅館 2.綠建築  992.61  

農遊體驗 100 種 / 吳菁菁, 楊荐翔, 黃

薈臻, 詹欽翔, 林真如, 張繼中, 陳秋

妤, 鄭翊伶, 吳%F0%A5%A1%AA 芠, 

郭威廷, 蔡伊文, 邢翠文, 莊政霖撰

文 .-- 臺東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

東區農業改良場, 11009 .-- 256 面; 26

公分 .-- (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. 

特 72 輯) .-- ISBN 978-986-5455-59-0 

(平裝) NT$450  

1.休閒農場 2.休閒農業 3.旅遊 4.臺

東縣  992.65  

新手出發  走進台灣步道小旅行  / 

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作 .-- 

修訂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44-0 (平裝) 

NT$399  

1.登山 2.健行 3.臺灣  992.77  

登山的意義 : 現代登山發軔期之歐

洲 思 想 家 文 選  = The meaning of 

mountaineering : collected essays of late 

19th century european thinkers / 詹偉雄

主編 ; 李屹, 呂奕欣, 林友民, 劉麗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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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20 面; 

19 公分 .-- (Meters ; FM1005) .-- ISBN 

978-626-315-026-3 (平裝) NT$450  

1.登山 2.山岳 3.文集  992.7707  

成語迷宮. 人文智慧篇 / 小牛頓科學

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39-87-0 (平裝) NT$350  

1.益智遊戲 2.成語  997.4  

新天地花色謎賞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

雄市 : 菜根香出版社, 11012 .-- 146 面; 

19 公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 

978-986-6169-69-4 (平裝)  

1.謎語 2.臺語  997.4  

廋讔興聞網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雄市 : 

菜根香出版社, 11012 .-- 126 面; 19 公

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

986-6169-68-7 (平裝)  

1.謎語 2.臺語  997.4  

好辣數獨 133 選 / 數獨研究會編著 ; 

Koizumiunse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23-

9 (第 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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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-

81-9 (第 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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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-

80-2 (第 39 冊:平裝) NT$149  

1.數學遊戲  997.6  

標準數獨. 高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11 .-- 

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-

83-3 (第 39 冊:平裝) NT$149  

1.數學遊戲  997.6  

標準數獨. 進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11 .-- 

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-

82-6 (第 39 冊:平裝) NT$149  

1.數學遊戲  997.6  

當醫生愛上了古玩 / 鄭博章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心創世界國際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646-1-2 (平裝) NT$380  

1.古玩 2.蒐藏品 3.藝術欣賞  999.1  

關口真優的袖珍黏土麵包教科書  : 

好拍又好玩!指尖上的可愛擬真世界 

/ 關口真優著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46-8 (平裝)  

1.泥工遊玩 2.黏土  999.6  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
目錄 

政府出版品 

CRPD 第 2 次國家報告(易讀版)/衛生

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著 .-- 臺北市 : 

社家署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469-44-3 (全套:平裝)  

*CRPD 第 2 次國家報告(易讀版). 第

1 本, 保護隱私/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

庭署編著 .-- 臺北市 : 社家署, 11009 .-

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

40-5 (平裝)  

*CRPD 第 2 次國家報告(易讀版). 第

2 本, 不要歧視身心障礙者/衛生福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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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社會及家庭署編著 .-- 臺北市 : 社

家署, 11009 .-- 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9-41-2 (平裝)  

*CRPD 第 2 次國家報告(易讀版). 第

3 本, 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/衛生福

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著 .-- 臺北市 : 

社家署, 11009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9-42-9 (平裝)  

*CRPD 第 2 次國家報告(易讀版). 第

4 本 /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社家署, 11009 .-- 4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43-6 (平

裝)  

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

Development Plan (2021-2024)/ .-- 臺北

市 : 科技部, 11009 .-- 15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36-33-9 (平裝)  

*S.T.E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果彙編. 

2021/吳碧華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高市教育局, 11009 .-- 44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54-4 (平裝附

光碟片)  

Taiwan at a Glance. 2021-2022/editors 

Jeff Lee, Ed Moon, Torie Gervais, Pat 

Gao, Jim Hwa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外交部, 11010 .-- 96 面; 1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47-31-1 (平裝) NT$70  

中華民國運動統計 . 110 年= 2021 

Sports statistics/教育部體育署編 .-- 臺

北市 : 體育署, 11010 .-- 20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03-6 (平裝) 

NT$150  

台北百年 X 傳家好店/黑潮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編採執行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北市產發局, 11010 .-- 48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38-8 (平裝)  

台史博観察日誌= Behind the scenes at 

the museum & The daily tasks of 

museum staff/陳涵郁編集 .-- 臺南市 : 

臺灣史博館, 11009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2-402-5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百年追憶: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/

洪揚鈞, 蔡嘉悅, 李泓輝, 楊先哲, 施

俊源, 林芷昀, 張珺淳等編著; 林蘭芳, 

許蕙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暨

大歷史系, 11009 .-- 75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411-9-1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李仙得臺灣紀行/費德廉(Douglas L. 

Fix), 蘇約翰(John Shufelt)主編; 羅效

德, 費德廉譯 .-- 臺南市 : 臺灣史博館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2-409-4 (EPUB)  

*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

集. 第十八屆/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

文暨管理學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澎湖

縣 : 澎湖科大, 11009 .-- 35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62-3-8 (平裝)  

版墨交融: 廖修平、黃淑卿作品集/

廖修平, 黃淑卿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

桃市文化局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20-34-0 (全套:平裝) NT$1000  

花蓮縣各鄉鎮統計彙編. 第二十三期. 

中華民國一 0 九年= The township 

statistical abstract of Hualien County 

2020/花蓮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.-- 花蓮

縣 : 花縣府, 11010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29-56-0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: 中華民國

109 年 6 月 14 日,中華航空公司 CI202

班機,AIRBUS A330-302 型機,國籍標

誌及登記號碼 B-18302,於松山機場

落地時多重系統失效/國家運輸安全

調查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47-9 

(PDF)  

重大運輸調查報告: 中華民國 109 年

3 月 9 日,順發汽艇行永華 6 號引水

船編號 981395,於臺北港內與騏龍輪

碰撞導致翻覆/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

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運

輸安全調查委員會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49-3 (PDF)  

家庭暴力防治報告. 2016-2019/張秀

鴛, 郭彩榕, 張靜倫, 林春燕, 陳怡如, 

邱琇琳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衛

福部, 11009 .-- 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9-46-7 (平裝)  

氣候變遷: 媒體再現與風險傳播/李

美華著 .-- 新竹市 : 陽明交通大學出

版社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70-16-6 (EPUB)  

桃園市社區環境空間營造計畫: 清淨

家園. 109 年度= Taoyuan community 

2020/涂智益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市

都發局, 11010 .-- 149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0-33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八德區: 廟語如神三元宮/詹淑瑗, 

張金田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桃市教

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0-24-1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大園區: 不敗金身福海宮/林融榆, 

劉思芳, 侯沂鑫, 黃志源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25-8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大溪區: 花田老路普濟堂/沈得中, 

周麗珠, 梁俐文, 陳美善, 吳淑君, 黃

蓓文, 王詩婷, 廖志文(資訊), 盧金漳

(攝影), 陳雅琳(攝影)編輯委員 .-- 桃

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28-9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中壢區: 海國長春仁海宮/鄧麗卿, 

張歆巧, 廖佳仁, 李燕玲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22-7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平鎮區: 義烈光昭褒忠祠/鄭志誠, 

劉嘉新, 陳瑀玲, 賈永喆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19-7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復興區: 角板山中福興宮/賴鈺筑, 

謝芷吟, 黃暐婷, 薛詩騰, 李睿宸編輯

委員 .-- 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27-2 

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新屋區: 五穀神農長祥宮/羅淑貞, 

古智坤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桃市教

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0-21-0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楊梅區: 撫今追昔三元宮/孫惟鳴, 

黎惠文, 張純芳, 谷鳳琳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20-3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龜山區: 龜崙古道壽山巖觀音寺/

林士哲, 郭晏庭, 曾昱豪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23-4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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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龍潭區: 農維國本龍元宮/蒙大慶, 

鄭雅靜, 林秋鳳, 吳豐萍, 劉佩憬, 賈

漢雯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桃市教育

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0-30-2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蘆竹區: 玄談盛事五福宮/翁建道, 

紀鴻權, 朱秀美, 王嘉音, 宋玫慧, 丁

瑞懿, 黃安閔編輯委員 .-- 桃園市 : 桃

市教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0-29-6 (PDF)  

桃園市推動國民小學在地化課程教

材: 觀音區: 甘泉湧現甘泉寺/戴士涵, 

林君穎, 邱若華, 蘇育萱編輯委員 .-- 

桃園市 : 桃市教育局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26-5 (PDF) 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

輯 : 台灣中部美術協會五人聯展= 

National Chin-Yi University of 

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

Center Exhibition: Exhibition of Five 

Members from Central Taiwan Fine Arts 

Association/倪朝龍, 廖本生, 陳美惠, 

黃秋月, 劉哲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勤益科大, 11009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056-7-1 (精裝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「圓」來可以這樣玩!: 主題

式即興創作課程/陳秋莉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94-7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以「阿客朗汗-吉賽兒之第

二幕」引導之動作編排 /徐子晴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95-4 

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以五感培育感性思維的欣賞

教學: 種子的奇幻旅行/鐘兆慧, 王馨

蓮, 熊培伶, 高月蓮, 黃乙軒, 林晏霆, 

邱麗玲, 顏正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師大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3-90-9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古典芭蕾: 初階硬鞋課程/薛

美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3-92-3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我們的藝術空間: 鑲嵌創作

的探究/鍾政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師大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3-88-6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孟德爾頌的夏夜與海岸/柯

逸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3-96-1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海的哲思、眺望與奇想/桑

慧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3-99-2 (PDF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海洋音樂寰宇遊. 1, 海浪與

岩石的激盪/翁宗裕編著; 吳舜文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

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

78-7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海洋音樂寰宇遊. 2, 孟德爾

頌的夏夜與海岸/柯逸凡編著; 吳舜

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師大 , 

11008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79-4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海洋音樂寰宇遊. 3, 海浪的

印記/高振剛編著; 吳舜文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2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80-0 (平

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海洋音樂寰宇遊. 4, 德布西

「海」樂曲分析/林怡君編著; 吳舜

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師大 , 

11008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81-7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海洋音樂寰宇遊. 5, 海的哲

思、眺望與奇想/桑慧芬編著; 吳舜

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師大 , 

11008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82-4 (平裝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海浪的印記/高振剛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93-0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海浪與岩石的激盪/翁宗裕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師 大 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3-89-3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望向山林的藝動: 陳澄波畫

作的跨域體驗/楊芬林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8-01-6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訪府記/莊浩志, 周盈君, 蔡育

其, 王秋燕, 蔡善閔, 葉國康, 陳健瑩, 

黃郁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3-97-8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搖頭擺尾舞「客」獅: 方口

獅/葉宛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

大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8-02-3 (PDF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舞創藝齊趣. 1, 望向山林的

藝動: 陳澄波畫作的跨域體驗/楊芬

林編著; 吳舜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師大, 11008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3-83-1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舞創藝齊趣. 2, 搖頭擺尾舞

「客」獅: 方口獅/葉宛芃編著; 吳舜

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師大 , 

11008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84-8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舞創藝齊趣. 3, 「圓」來可

以這樣玩!: 主題式即興創作課程/陳

秋莉編著; 吳舜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3-85-5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舞創藝齊趣. 4, 以「阿客朗

汗-吉賽兒之第二幕」引導之動作編

排 /徐子晴編著; 吳舜文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2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86-2 (平

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舞創藝齊趣. 5, 古典芭蕾: 初

階硬鞋課程/薛美良編著; 吳舜文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

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3-

87-9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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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德布西「海」樂曲分析/林

怡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8-00-9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線的無限∞藝思/陳怡蒨, 張

碧珊, 劉鎧瑋, 潘雅玲, 吳盈慧, 陳亮

穎, 李知庭, 粘僑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師大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3-98-5 (PDF)  

*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模塑.魔術: 浮雕繪畫藝術表

現/簡俊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

大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3-91-6 (PDF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藝才好有範. 1, 線的無限∞

藝思/陳怡蒨, 張碧珊, 劉鎧瑋, 潘雅玲, 

吳盈慧, 陳亮穎, 李知庭, 粘僑頡編著; 

吳舜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8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73-2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藝才好有範. 2, 以五感培育

感性思維的欣賞教學: 種子的奇幻旅

行/鐘兆慧, 王馨蓮, 熊培伶, 高月蓮, 

黃乙軒, 林晏霆, 邱麗玲, 顏正乙編著; 

吳舜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8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74-9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藝才好有範. 3, 訪府記/莊浩

志, 周盈君, 蔡育其, 王秋燕, 蔡善閔, 

葉國康, 陳健瑩, 黃郁雯編著; 吳舜文

主 編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師 大 , 

11008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75-6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藝才好有範. 4, 模塑.魔術: 浮

雕繪畫藝術表現/簡俊成編著; 舜文

主 編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師 大 , 

11008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76-3 (平裝)  

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

學示例: 藝才好有範. 5, 我們的藝術

空間: 鑲嵌創作的探究/鍾政岳編著; 

吳舜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, 

11008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3-77-0 (平裝)  

*動物用藥品產業人員教育訓練講義. 

110 年度: 動物用藥廠風險管理與實

驗動物法規簡介/呂理福, 戴元基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

11009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5-62-0 (平裝) NT$250  

*動物用藥品產業人員教育訓練講義. 

110 年度: 動物用藥廠實驗室品質管

理及量測設備追溯性簡介 /李昀叡 , 

林函頤, 胡志輝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09 .-- 10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61-3 (平

裝) NT$300  

*博物臺灣(中英文版)/許毓純, 方建

能, 林俊聰, 楊富鈞, 李子寧, 吳佰祿, 

李若薇作; 李若薇譯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博物館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04-9 (PDF)  

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. 第 82

期/最高法院編輯 .-- 臺北市 : 最高法

院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9-06-8 (光碟片)  

稅務生活. 第 12 期/葉國居, 賴玲慧, 

林麗香, 謝嘉玲, 辜凱莉, 沈嘉慧, 林

英傑, 張淑娟編輯委員 .-- 臺中市 : 中

市地方稅務局, 11009 .-- 3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27-1 (平裝)  

智慧農業科技/方煒, 王乙涵, 王榮華, 

江采蔚, 余祁暐, 林浩庭, 林裕彬, 周

呈霙, 周楚洋, 邱奕志, 徐德華, 陳光

宇, 陳永樵, 陳志仁, 陳倩瑜, 陳俊良, 

郭彥甫, 陸振岡, 張寧, 黃振康, 葉仲

基, 葉有順, 楊純明, 楊智凱, 劉力瑜, 

劉紹淵, 蔡明哲, 賴彥任, 謝明憲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動植物農業產

業創新教學推動中心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2-61-2 (PDF)  

彰化縣托嬰中心標準化作業手冊/周

凱翎, 江泳緹, 曾伯英, 邱芷芸編輯 .-- 

彰化市 : 彰縣府, 11012 .-- 29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28-0 (平裝

附光碟片)  

*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數理資

優班專題研究成果集. 第二十屆/臺

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第二十屆

廉班全體同學作 .-- 臺北市 : 北市中

山女中, 11010 .-- 33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2-36-4 (平裝)  

臺 東 縣 縣 民 防 災 手 冊 ( 漫 畫 版 )= 

Taitung disaster prevention guide/管建

興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東縣 : 臺東縣

消防局, 11010 .-- 135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19-58-5 (平裝)  

臺南市統計年報. 中華民國 109 年= 

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ainan City 2020/

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編 .-- 臺南市 : 南

市府, 11009 .-- 73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7-40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僑胞服務手冊. 2021/中華民國僑務委

員會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僑委

會, 11009 .-- 10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36-4 (平裝)  

僑胞服務手冊. 2021/中華民國僑務委

員會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僑委

會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7-37-1 (PDF)  

澎湖食魚教育導覽圖鑑. II= A market 

guide to seafood/鄭謙遜撰文 .-- 澎湖

縣 : 澎湖縣湖西國小, 11009 .-- 13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7-73-3 (精

裝)  

戰史桌遊<<八二三戰役>>/林鉅登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政務辦公室, 

11010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46-91-8 (平裝) NT$670  

組合語言概論/李俊堅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東市 : 臺東大學資工系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9-57-8 

(PDF)  

*博物臺灣(中日文版)/許毓純, 方建

能, 林俊聰, 楊富鈞, 李子寧, 吳佰祿, 

李若薇作; 小栗山智翻譯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博物館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05-6 (PDF)  

*博物臺灣(中文版)/許毓純, 方建能, 

林俊聰, 楊富鈞, 李子寧, 吳佰祿, 李

若薇作  .-- 臺北市  : 臺灣博物館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2-403-2 (PDF)  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

(Light)數學 C2 教學講義/蘇捷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9 .-- 

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

199-3 (平裝) NT$288  

(升科大四技)數學(B)商職(歷年試題

+模擬考)/學寧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44-4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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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升科大四技二專)機件原理測驗卷/

蔡忻芸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72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0-669-7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機械製造測驗卷/

溫晉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56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0-668-0 (平裝)  

(技術士)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

歷次學、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/陳淨

修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0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66-6 (平裝)  

(金融證照)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

重點整理+模擬試題/蘇育群編著 .-- 

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645-1 (PDF)  

(金融證照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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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647-5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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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651-2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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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649-9 (PDF)  

(教甄教檢)素養導向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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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53-6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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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642-0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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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657-4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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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58-1 (PDF)  

(教甄教檢)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歷

年考題大觀/徐弘縉編著 .-- 第四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9 .-- 

6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656-7 (平裝)  

(超模)自然科學測全真模擬題本/王

耀輝, 謝道任, 蔡任圃, 張淵淑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9 .-- 

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

197-9 (平裝) NT$325  

(銀行招考)金融基測考科. 1, (會計學

+貨幣銀行學)焦點速成/林惠貞, 陳敏

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646-8 (PDF)  

(學習方法)贏在執行力!吳盼盼一年

雙榜致勝關鍵/吳盼盼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50-5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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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地理、歷史)/警專金榜編輯小

組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652-9 (PDF)  

(警專入學考)史上最強!警專甲組歷

年試題超級詳解(含國文、英文、數

學甲、物理、化學)/警專金榜編輯編

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654-3 (PDF)  

108 版高中選修生物隨堂測驗. I, 細

胞與遺傳/廖祥輝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3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44-8 (平裝)  

2021 公法大數據＜實務與學說＞解

讀/嶺律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

納, 11009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92-0-4 (平裝) NT$350  

3900 應用題彙篇. 自然/金安自然科

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09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58-4 (平裝)  

3900 應用題彙篇. 社會/金安社會科

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09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59-1 (平裝)  

3900 應用題彙篇. 英語(閱讀本)/金安

英語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09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455-3 (平裝)  

3900 應用題彙篇. 英語(聽力本)/金安

英語科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09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456-0 (平裝)  

3900 應用題彙篇. 國文/金安國文科

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09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54-6 (平裝)  

3900 應用題彙篇. 數學/金安數學科

編輯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09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57-7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地理. 4 (適康版)/楊芸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94-2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地理. 4(適南版)/張穎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95-9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地理. 4(適翰版)/柯湘芸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09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93-5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. 4(適南版)/寧玲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89-8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. 4(適康版)/邊郁茹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09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88-1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. 4(適翰版)/詠絮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87-4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 . 英語 . 4(適南版 )/Sean 

Huang, 黃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金安, 11009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483-6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 . 英語 . 4(適康版 )/Alex 

Chen, Peter Cha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09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482-9 ( 平 裝 ) 

NT$1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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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5 輕鬆讀. 英語. 4(適翰版)/Lucy Sun, 

孫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09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81-2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. 4(適南版)/文冰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80-5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. 4(適康版)/黃士秋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09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79-9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. 4(適翰版)/文芳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78-2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. 4(適南版)/惟璽, 陳

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金安 , 

11009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86-7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. 4(適康版)/蔡逸宇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09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85-0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. 4(適翰版)/陳東崙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09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84-3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歷史. 4(適南版)/妍靜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92-8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歷史. 4(適康版)/言覺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91-1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歷史. 4(適翰版)/妍喜樂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09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90-4 (平裝) NT$140  

CFP/AFP 課程精華與考題精選/喬安

妮, 林冠秀, 陳癸明, 黃振章, 廖慶憲, 

呂佳縝, 梁亦鴻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
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9 .-- 9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77-2 (平裝) 

NT$1200  

English for business and 

management/[by]Ping-Hung Chou, Yi-

Jie Kuo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9 .-- 14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58-

3 (平裝)  

English for hospitality 

management/[by]Thomas Gwinner, Sho-

Ying Wu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9 .-- 

13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

959-0 (平裝)  

e 通高中數學講義(數甲、數乙合訂

本)/林廷熹, 林廷樂編著 .-- 五版 .-- 高

雄市 : 林廷數學, 11012 .-- 44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40-2-5 (下冊:

平裝) NT$360  

Giraffeland(student book)/writer/editor 

Edward 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

Emily Jones, Amber Hsieh .-- 臺北市 : 

長頸鹿文化, 1101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65-5-7 (平裝)  

Here We Go. 基礎養成篇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36 面; 27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62-8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Here We Go. 發音養成篇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4 面; 27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63-5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Here We Go. 進階養成篇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32 面; 27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58-1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Language arts. 4A/authors Catherine 

Eisele, E. B. Karl, Grace Sum .-- 2nd 

ed.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9 .-- 72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36-1 (平

裝)  

Language arts. 5A/authors Catherine 

Eisele, E. B. Karl, Grace Sum .-- 2nd 

ed.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09 .-- 72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06-237-8 (平

裝)  

No Problem 專科護理師執照考暨臨

床實務參考書: 內科. 2021/林昀芊, 游

思紜編著  .-- 新北市  : 金名圖書 , 

11009 .-- 34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9519-88-5 (平裝) NT$530  

The complete GEPT practice test. 

elementary level/[by] Ian Clarke, Patrick 

Cowsill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華, 11010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22-77-3 (平裝)  

The complete GEPT practice test. high-

intermediate level/[by] Ian Clarke, 

Joseph Schier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華, 11011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22-79-7 (平裝)  

The complete GEPT practice test. 

intermediate level/[by] Ian Clarke, 

Joseph Schier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華, 11010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22-78-0 (平裝)  

Tree house(teacher's book). core 5 part 

one/writers Kyle J. Olsen,Duane E. Jones, 

Mark McCorkell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09 .-- 3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99-3-8 (活頁裝)  

Tree house(teacher's book). core 5 part 

two/writers Kyle J. Olsen, Duane E. 

Jones, Mark McCorkell .-- 2nd ed. .-- 臺

北市 : 何嘉仁, 11009 .-- 2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9-4-5 (活頁裝)  

一 封邀 請函 (教 師手 冊 )/林玉菁 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

7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03-5 (平裝)  

乙級化學學術科必勝秘笈/化學技能

檢定編輯工作室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
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30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40-2 (平裝)  

乙級銑床: CNC 銑床學術科題庫解析

/楊振治, 陳肇權, 陳世斌編著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55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33-

2 (平裝) NT$650  

人鱼潜水宝典: 从 Level 1 到 Level 4/ .-

- 新北市 : 易潛企業, 11009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90-9-9 (平

裝)  

*土木施工及水管埋設施工/施志安

編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09-0 

(PDF)  

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完整試

題解析/蔡志雄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10 .-- 45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85-4 (平

裝) NT$450  

土地政策/許文昌, 林玉祥編著 .-- 22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56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26-

6 (平裝) NT$5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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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登記: 精闢. 111 版/蕭華強編著 .-

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- 

4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76-5 (平裝) NT$580  

土地登記詳解: 精選申論題庫. 111 版

/蕭華強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09 .-- 5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977-2 (平裝) NT$56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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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182-4 (PDF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3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02-99-1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3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6-3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3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7-0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4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0-1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4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3-2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4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8-7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5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1-8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5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2-5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5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9-4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6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4-9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6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05-6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. 6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0-0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1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1-7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1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7-9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1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3-0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2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2-4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2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8-6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2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4-7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3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3-1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3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9-3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3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5-4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4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4-8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4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0-9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4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6-1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5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5-5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5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1-6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5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7-8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6 下(適

南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16-2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6 下(適

康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2-3 (平裝)  

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. 6 下(適

翰版)/開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開朗雜誌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0-28-5 (平裝)  

工程數學. 111 版/吳迪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- 73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70-3 (平

裝) NT$680  

大學轉學考: 微積分. 111 版/吳迪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

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69-7 (平裝) NT$500  

水土保持工程/黃宏斌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12-8 (PDF)  

中文真棒(Teacher's book). 4= Amazing 

Chinese/叶绍苹, 陆佳, 涂馨文, 谭咏瑜, 

魏黛薇编  .-- 新北市  : 康軒文教 , 

11010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5-953-9 (平裝)  

日本料理. 入門篇/黃女玲, 鎌倉聡編

著 .-- 2 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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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23-3 (平裝)  

中式米食加工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

寶典(丙級)/文野出版社編著  .-- 再

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2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6-7-9 (平

裝) NT$400  

文法入門=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

grammar/劉毅修編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

學習, 11010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1-463-0 (平裝) NT$220  

不怕面試官 求職口試 教戰守則/張

力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9 .-- 38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91-7 (平裝) 

NT$450  

*中油僱員事務類歷屆試題四合一精

解全集/鼎文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06-9 (PDF)  

升科大四技-家政概論. 2022 最新版/

陳慧薐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09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94-6 (平裝) NT$320  

升科大四技-家庭教育. 2022 最新版/

陳慧薐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09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95-3 (平裝) NT$32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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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33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41-

7 (下冊:平裝) NT$300  

升科大四技: 商業概論滿分王總複習

講義(附解答本). 2022 最新版/楊文豪, 

莊嚴琳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09 .-- 2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03-5 ( 下 冊 : 平 裝 ) 

NT$280  

升科大四技: 電工電子實習 Follow 

Me/高敏聰, 吳正飛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科友, 11010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64-371-4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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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03-896-0 (中冊:

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86-503-

897-7 (下冊:平裝) NT$300  

升科大四技: 稱霸系列-基本電學(含

實習)總複習講義/陳冠良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9 .-- 48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70-7 (平

裝) NT$450  

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: 專一

色彩原理超複習= Color principles/李

崇城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, 11009 .-- 3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45-5 (平裝) NT$350  

中級會計學/鄭泓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92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28-0 (上冊:

平裝) NT$680  

中級會計學霸/鄭泓編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92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27-3 (上

冊:平裝) NT$680  

不能錯過的聽寫模擬試題 /黃暐婷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韻, 11010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986-

95-7 (平裝)  

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完整試題

解析/蔡志雄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讀享數位文化, 11010 .-- 45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86-1 (平裝) 

NT$450  

心理學(概要)歷屆試題精解/路珈.蘇

絲曼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
化, 11010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818-1 (平裝) NT$450  

比較政府與政治: 讀.解/郭雋編著 .-- 

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9 .-- 5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81-9 (平裝) NT$600  

中餐烹調(素食)丙級技術士技能檢

定完全寶典/文野出版社編著 .-- 再

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31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2-3-1 (平

裝) NT$400  

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檢定

完全寶典/文野出版社編著 .-- 再版 .-

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34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6-1-7 (平裝) 

NT$400  

中餐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

(乙級)/文野出版社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86-6-2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日檢 N2-N1 套書組合/雅典日研所企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008-4-

0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NT$530  

民法/池錚, 韓吉編著 .-- 2 版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- 832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85-7 (平

裝) NT$750  

司法五等知識圖解: 訴訟法大意(民

事訴訟法大意+刑事訴訟法大意 ). 

111 版/顏台大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4-993-2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立法程序與技術/邱顯丞(葛律師)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09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790-0 (平裝) NT$520  

民法債編總論/徐律師編著 .-- 二版 .-

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7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25-9 (平

裝) NT$650  

生物學歷屆試題精解/曾正編著 .-- 七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49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11-

2 (平裝) NT$600  

生活作業簿(教師用). 2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21-2 (平裝)  

生活作業簿. 2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22-9 (平

裝)  

司特: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/林清

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10 .-- 10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973-4 (平裝) NT$750  

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

攻略/冠勁工作室編著 .-- 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43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92-2 (平裝)  

丙級車床: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教

戰手冊/王金柱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
市 : 科友, 11010 .-- 32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64-372-1 (平裝)  

民航特考民用航空法/胡劭安編著 .-- 

五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- 52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08-

3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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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/

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2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893-9 (平裝)  

丙級烘焙食品學術科速成攻略: 麵包

項、西點蛋糕項、餅乾項/甘甲烘焙

研究室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09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90-8 (平裝) NT$440  

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

攻略/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.-- 八版 .-

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44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05-9 (平

裝) NT$490  

丙級電器修護學術科分章題庫解析/

陳煥卿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

11009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64-364-6 (平裝)  

*本國文學概論/殷平之編著 .-- [第五

版 ] .-- 臺 北 市 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 

11009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75-8 (平裝) NT$620  

犯罪學概要 Q&A/霍華德編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
版, 11010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97-97-9 (平裝) NT$500  

外幣保單: 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商

品/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企

業社, 11009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34-5-1 (平裝) NT$299  

主題式國文題庫制霸/楊仲達編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

6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04-4 (平裝) NT$680  

地方政府與政治(含地方自治概要)

混合題型百分百/林清編著 .-- 第十
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

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78-9 (平裝) NT$650  

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

研究中心編著 .-- 1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

點文化, 11010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69-809-9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自來水招考化工裝置/葛洪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22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07-6 (平

裝)  

刑事訴訟法 /伊谷 , 李星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9 .-- 65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20-

4 (上冊:平裝) NT$650  

刑法總則/方律師編著 .-- 19 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8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00-6 (平裝) 

NT$680  

考前 30 天. 自然/璐雯, 林樂融編撰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0 .-- 19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98-

0 (平裝) NT$220  

考前 30 天. 國文/聚瀚編撰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0 .-- 15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97-3 (平裝) 

NT$220  

地政士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詳解/曾榮

耀, 許律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點文化, 11010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9-820-4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考前危機解密(自然科)/張景超, 李振

瑋, 羅熙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

技, 11009 .-- 28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8-125-5 (平裝) NT$280  

行政法之案例與理論/呂炳寬編著 .-- 

修訂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碩數位科技, 

11009 .-- 7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5535-7-5 (平裝) NT$750  

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/林清編著 .-- 

第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9 .-- 6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74-1 (平裝) NT$750  

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: 司法特考用

/林清編著 .-- 第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 志

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97-0 (平裝) 

NT$750  

行政法爭點解讀/嶺律師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78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10-

5 (平裝) NT$650  

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/林清編著 .-- 

五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10 .-- 10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71-0 (平裝) NT$750  

老師開講: 民事訴訟法/宋定翔編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09 .-- 63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97-94-8 (下冊:平裝) 

NT$550  

老師開講: 民事訴訟法/宋定翔編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97-98-6 (上冊:平裝) 

NT$500  

老師開講: 民法概要/池錚, 韓吉作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09 .-- 81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97-95-5 ( 平 裝 ) 

NT$680  

老師開講: 法院組織法/名揚編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
位出版, 11009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7-92-4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老師開講 : 破產法 /黎民編著 .-- 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9 .-- 48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17-

4 (平裝) NT$450  

老師開講: 國際公法/名揚編著 .-- 十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9 .-- 66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18-

1 (平裝) NT$580  

老師解題: 犯罪學概要/霍華德編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97-96-2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各國人事制度/郭如意編著 .-- 第二十

三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9 .-- 9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87-1 (平裝) NT$680  

多媒材髮片藝術設計創作 /蔡伊媜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0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00-4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(教師用). 4

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323-6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(教師用). 5

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325-0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(教師用). 6

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333-5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. 4 下/翰林作
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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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24-3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. 5 下/翰林作
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26-7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. 6 下/翰林作
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34-2 (平裝)  

企業管理: 企業概論、管理學/ .-- 第

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企業社, 

11009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34-2-0 (平裝) NT$299  

*成語突破/學萌教育工作室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捷英社文教, 11009 .-- 16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092-9-5 (平

裝) NT$240  

西餐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

(丙級)/文野出版社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86-8-6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西餐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

(丙級)/文野編輯部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22-0-0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男子理髮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寶典. 

2022 最新版/鍾俊德, 李源林, 李美娟

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9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883-0 (平裝) NT$500  

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: 最新

重點+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/林崇漢, 

林彙桓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宏

典文化, 11009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75-778-9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材料力學/張志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20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25-7 (平裝)  

材料力學歷屆試題詳解. 110-104 年/

洪達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
化, 11009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798-6 (平裝) NT$550  

攻略分科六法/保成法學苑編著 .-- 二

六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597-93-1 (全套:平裝) NT$1500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
(A 版). 第二冊/蔡宜珊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67-

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
(A 版). 第四冊/陳依依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68-

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
(B 版). 第二冊/吳昱樺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2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69-

2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
(B 版). 第六冊/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2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80-

7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
(B 版). 第四冊/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2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70-

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英文繪課室(A 版). 

第二冊/蔡宜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5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41-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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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34-0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A 版). 第四冊/

楊智民, 李偉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6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32-6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B 版). 第二冊/

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1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81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B 版). 第六冊/

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11 .-- 3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83-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B 版). 第四冊/

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1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82-1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影英補給站(B 版). 

第二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

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358-6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A 版). 第四
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6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39-

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B 版). 第二
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48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71-

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B 版). 第四
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56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72-

2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國文語文能力習作. 2/林

美佑, 彭筠蓁, 鄭倩琳, 劉琬茜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11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384-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國文隨身讀. 第 2 冊/顏瑞

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
圖書, 11011 .-- 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59-3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統測英文克漏字完全攻

略/煦華, 李蘇珊, 席羿茹, Nick kembel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謳 馨 , 

11010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25-0-7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統測英文單字完全攻略/

煦華, 李蘇珊, 席羿茹, 梁民康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24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5-1-

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語文領域國學常識攻略

寶典/楊涵(楊之嫻)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03-8-1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寫作高手養成攻略/黃淑

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謳馨 , 

11010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55-9-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數學 B 及第寶典/數學名

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謳馨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192-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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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95192-1-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95192-2-4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95192-3-1 (第 4 冊: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數學 C 及第寶典/劉千亦, 

靜雪屏風, 耕學, 梅思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2-4-8 (第 1 冊:

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(A 版). 第

二冊/方麗閔, 吳秀蘭, 康恩寧, 楊慧君, 

潘旻悧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7-335-7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餐旅群餐飲服務技術/曾

淑華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086-2-

4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086-

3-1 (下冊: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議起玩國文. 2/黃健綸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1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385-2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

領域英文 B 版. 第六冊/劉宜君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7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42-

7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

領域國文. 第六冊/顏瑞芳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, 11011 .-- 2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9-3285-9 (平

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非選

手冊. 6= Sentence patterns & writing/陳

晉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43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

(甲). 6/王銘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44-1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及第寶典. 

2/Hali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

11010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03-2-9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及第寶典. 

4/Hali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

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03-0-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及第寶典. 

6/Hali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

11010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03-3-6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. 

1/夏荷, 林采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03-4-3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. 

2/劉豫貞, 鍾松瑋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03-5-0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. 

3/劉豫貞, 鍾松瑋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03-6-7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. 

4/陳櫻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

馨, 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03-7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. 

5/陳櫻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

馨, 11010 .-- 128 面; 19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03-1-2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統測英文文法

起步走/劉達, Vivian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2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03-9-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
商業溝通/温玲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2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01-1 (平裝) 

NT$350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C 及第寶

典/劉千亦, 靜雪屏風, 梅思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192-5-5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95192-6-2 (第 4 冊:

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C 及第寶

典/劉千亦, 陳昕, 梅思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4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2-7-9 (第 3 冊:

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英文(B 版). 

2/林秀春, 蔣佩珊, 林玉萍, 蘇莉雯, 戴

君樺, 陳文隆, 陳文和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9 .-- 140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96-2 (平

裝) NT$310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授

課指引(乙版). 二/周秉樺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9 .-- 312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92-1 (平

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

礎練習題本(乙版). 二/王豐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9 .-- 6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91-4 (平

裝) NT$100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讀

門祕笈/林哲民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翔宇, 11009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8-89-1 ( 平 裝 ) 

NT$114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餐旅群觀光餐旅英

語會話. 第四冊= Tourism & hospitality 

English conversation/何美億編著 .-- 臺

中市 : 宥宸文化, 11011 .-- 11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934-52-1 (平裝)  

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主

題式學習講義. 上/黃慧容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33-4 (平裝)  

技術高中數學 B 學習講義. 第三冊/

陳建方, 曾國旭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, 11010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45-7 (平裝)  

技術高中餐旅群餐飲安全與衛生= 

Foodservice safety and sanitation/余禮

文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 : 文野 , 

11010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22-8-6 (平裝)  

私醫英文解題制霸/李正凡編著 .-- 六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34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02-

0 (平裝) NT$500  

來 !學華語 . 第一冊 , 作業本= Let's 

learn Mandarin workbook. 1/孫懿芬, 曹

靜儀, 王慧娟, 張家銘, 黃亭寧編寫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僑委會, 11011 .-- 77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39-

5 (平裝) NT$100  

東大現役學霸的讀書計畫制定法: 設

定目標、擬定策略、確定方法、規

劃時程,學會東大式的正確用功法/相

生昌悟著; 劉宸瑀, 高詹燦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880-5 

(EPUB)  



95 

 

法院組織法/名揚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- 512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67-3 (平

裝) NT$600  

物理 B 習作簿/潘俊廷編著 .-- 再版 .-

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10 .-- 5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90-7 (下冊:

平裝) NT$63  

物理歷屆試題解析/程量子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32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24-

2 (平裝) NT$450  

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精研 /張海平編

著 .-- 11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9 .-- 8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06-8 (平裝) NT$650  

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精研 (含社會統

計)/張海平編著 .-- 10 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點文化, 11010 .-- 7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9-829-7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社會作業簿(教師用). 4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66-6 (平裝)  

社會作業簿(教師用). 5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68-0 (平裝)  

社會作業簿(教師用). 6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70-3 (平裝)  

社會作業簿. 4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67-3 (平

裝)  

社會作業簿. 5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69-7 (平

裝)  

社會作業簿. 6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71-0 (平

裝)  

社會研究法 (概要 )精萃 /張海平編

著 .-- 11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9 .-- 8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05-1 (平裝) NT$650  

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/龍昇編著 .-- 16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78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23-

5 (平裝) NT$650  

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(概要)/龍昇編

著 .-- 17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0 .-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22-8 (平裝) NT$650  

社會學: 破解申論&測驗題庫/陳遠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9 .-- 67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68-0 (平裝) NT$620  

金撰歷屆試題 . 自然(教師用). 101-

110 年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0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20-7 (平裝)  

金撰歷屆試題. 自然. 101-110 年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19-1 (平裝)  

金撰歷屆試題 . 英語(教師用). 101-

110 年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0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17-7 (平裝)  

金撰歷屆試題. 英語. 101-110 年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18-4 (平裝)  

金撰歷屆試題 . 國文(教師用). 101-

110 年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0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31-3 (平裝)  

金撰歷屆試題. 國文. 101-110 年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32-0 (平裝)  

金撰歷屆試題 . 數學(教師用). 101-

110 年/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

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28-3 (平裝)  

金撰歷屆試題. 數學. 101-110 年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27-6 (平裝)  

英文(警專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

陽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
資訊, 11010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72-3 (平裝)  

後中西醫英文解題制霸 /李正凡編
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09 .-- 6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03-7 (平裝) NT$680  

春天的小花草: 教師指引手冊/林巧

蕓, 王元容課程設計 .-- 臺北市 : 親親

文化, 11011 .-- 9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53-33-3 (平裝) NT$250  

後中國文新趨勢(模擬試題:含醫學

文章、閱讀測驗)/簡正崇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36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16-

7 (平裝) NT$500  

英文歷屆試題詳解/王靖編著 .-- 32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65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89-

4 (平裝) NT$650  

研究 所 2022 試 題大補帖 (工程 力

學 )(108-110 年試題 )/祝裕 , 張皓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4-86-9 (PDF)  

研 究 所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( 電 磁

學)(107-110 年試題)/李長綱編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92-0 

(PDF)  

研 究 所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( 演 算

法)(108-110 年試題)/洪捷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88-3 (PDF)  

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(熱力學與流

體力學)(108-110 年試題)/林禾編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87-6 

(PDF)  

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( 演 算 法 ). 

2022(108-110 年試題)/洪捷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9 .-- 10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4-91-

3 (平裝) NT$140  

南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55-

9 (平裝)  

南版 i 學習. 自然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56-6 (平裝)  

南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8-

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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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版 i 學習. 數學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7-5 (平裝)  
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89-4 (平裝)  
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90-0 (平裝)  

食物學= Principle of food science/余禮

文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 : 文野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222-6-

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95222-7-9 (第 2 冊: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69-6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70-

2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71-9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75-7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77-1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79-5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72-

6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76-

4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78-

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80-

1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83-2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85-6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84-

9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86-

3 (平裝)  

計程車入行完全手冊/智繪文化作 .-- 

初版 .-- 苗栗縣 : 智繪文化, 11009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514-

1-4 (平裝)  

計程車入行完全手冊: 北部地區/智

繪文化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 : 智繪文

化, 11009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514-0-7 (平裝)  

保險人員考試保險法規概要/胡劭安

編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- 

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

13-7 (平裝)  

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: 金融證照過

關筆記/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

記企業社, 11009 .-- 7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34-4-4 ( 平 裝 ) 

NT$299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化學. V, 

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/洪瑞和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17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49-

9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化學. V, 

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(教師用)/洪瑞

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0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48-2 (平裝)  

核心古文攻略/吳亭誼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09 .-- 31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23-1 (平

裝) NT$330  

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. 數學(教師用). 

4A/黃天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0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200-0 (平裝)  

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. 數學. 4A/黃天

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0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01-7 (平裝)  

高中數學 3B-隨堂測驗/林溪川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

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898-4 (平裝) NT$25  

高中選修化學透析教學講義. II, 物質

構造與反應速率/張祐穎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24-

0 (平裝) NT$300  

高中選修化學隨堂測驗. I/林湧傑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09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899-1 (平裝) NT$50  

高中選修地理. 1/鄭瑞, 何騰勝作 .-- 

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技, 11010 .-- 15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0-1-

1 (平裝)  

高中選修數學甲-隨堂測驗. 上/全華

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09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889-2 (平裝) NT$25  

高中選修歷史. 1/周泰作 .-- 臺北市 : 

寰宇知識科技, 11010 .-- 1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0-0-4 (平裝)  

高考租稅各論. 111 版/鄭漢, 鄭翰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95-6 (平裝) NT$600  

財政學/周群倫, 周宇編著 .-- 第十八
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

- 8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84-0 (平裝) NT$680  

財產保險業務員高分速成/張晴, 陳

妍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
資訊, 11010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67-9 (平裝)  

高普土地登記-精闢. 111 版/蕭華強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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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47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83-3 (平裝) NT$580  

高普考-國文/測驗解題一本通/楊昕

編著 .-- 12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9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792-4 (平裝) NT$600  

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

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. 111 版/蕭靖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92-5 (平裝) NT$700  

烘焙食品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

(乙級)/文野出版社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29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22-1-7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烘焙食品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

(丙級)/文野出版社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22-2-4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高普審計學. 111 版/金永勝編著 .-- 第

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9 .-- 9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79-6 (平裝) NT$700  

國小生活課堂練習. 2 下/生活編輯團

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41-3 (平裝)  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. 4 下/翰林
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06-9 (平裝)  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. 5 下/翰林
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07-6 (平裝)  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. 4 下/

自然 與生 活科 技領 域編 輯團 隊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

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42-0 (平裝)  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. 5 下/

自然 與生 活科 技領 域編 輯團 隊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

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43-7 (平裝)  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. 6 下/

自然 與生 活科 技領 域編 輯團 隊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199-7 (平裝)  

國小作文小博士. 3 下/杜麗絹, 鄭碧

招, 閻如玉, 陳彗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2-229-1 (平裝)  

國小作文小博士. 4 下/杜麗絹, 鄭碧

招, 閻如玉, 陳彗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2-230-7 (平裝)  

國小作文小博士. 5 下/杜麗絹, 鄭碧

招, 閻如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0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231-4 (平裝)  

國小作文小博士. 6 下/杜麗絹, 鄭碧

招, 閻如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0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232-1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自修. 4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87-1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自修. 5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88-8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課堂練習. 3 下/社會領域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46-8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課堂練習. 4 下/社會領域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22-2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課堂練習. 5 下/社會領域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23-9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課堂練習. 6 下/社會領域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24-6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自修. 1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02-1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自修. 2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03-8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自修. 4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04-5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自修. 5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05-2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1 下/語文領域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18-2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2 下/語文領域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52-9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4 下/語文領域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44-4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5 下/語文領域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18-5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6 下/語文領域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02-4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4 下
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299-4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5 下
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00-7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社會. 4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64-2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社會. 5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65-9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1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01-4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2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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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85-7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4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86-4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5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98-7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全攻略. 3 下/許世宏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, 11012 .-- 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24-1 (平

裝)  

國小數學自修. 1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38-0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自修. 4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39-7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自修. 5 下/黃金富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2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40-3 (平

裝)  

國小數學素養「養」起來. 3 年級/韋

寶, 沈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

一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3-025-8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1 下/數學領域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19-2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2 下/數學領域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59-8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4 下/數學領域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20-8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5 下/數學領域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21-5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4 下/黃金富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27-4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5 下/黃金富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29-8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6 下/黃金富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2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31-1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講義. 4 下/黃金富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6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28-1 (平

裝)  

國小數學講義. 5 下/黃金富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7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30-4 (平

裝)  

國小數學講義. 6 下/黃金富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3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32-8 (平

裝)  

國文/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

企業社, 11009 .-- 111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34-1-3 ( 平 裝 ) 

NT$329  

國文(普及版)/李勻秋, 陳室如, 蔡孟

芳, 簡淑寬編著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20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40-1 (第

4 冊:平裝)  

國文(測驗)/金庸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- 592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88-

8 (平裝) NT$560  

國文(測驗)-司法特考用/金庸編著 .-- 

第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9 .-- 5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90-1 (平裝) NT$560  

國文(測驗)-警察特考用/金庸編著 .-- 

第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09 .-- 5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89-5 (平裝) NT$560  

國文(警專)/陳雲飛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0 .-- 4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73-0 (平

裝)  

國中英語 Focus 閱讀素養力. Level 

3/Shane Lin, Virginie Su, Henry 

Laurance, Sam Huang 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一, 11009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702-8 (平裝) NT$240  

國 中 英 語 文 法 與 寫 作 = English 

grammar and writing/Lindsay Gregory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 , 

11011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99-87-4 (平裝) NT$269  

國中英語隨課練. 第 2 冊(1 下)/俞振

舟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5-991-1 (平裝) NT$100  

國中英語隨課練. 第 6 冊(3 下)/陳傳

興, 王秋萍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5-992-8 (平裝) NT$80  

國中數學搶分王 Fun 學練功坊. 23, 二

次函數/劉建宏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5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87-4 (平裝) 

NT$70  

國中數學搶分王 Fun 學練功坊. 24, 統

計與機率/劉建宏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88-1 (平裝) 

NT$60  

國中數學搶分王 Fun 學練功坊. 25, 生

活中的立體圖形/劉建宏編寫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89-

8 (平裝) NT$60  

國中數學隨課練. 第 2 冊(1 下)/數學

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5-993-5 ( 平 裝 ) 

NT$110  

國中數學隨課練. 第 6 冊(3 下)/數學

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5-994-2 (平裝) NT$80  

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. 第二冊/

林美慧, 湯麗鈺, 賴桂玉編撰 .-- 三

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企業, 11011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75-66-

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. 第四冊/

吳秀美, 徐汎平, 徐敏莉, 賴玉英編

撰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企業 , 

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075-67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十二冊

/黃勁連總編輯 .-- 四版 .-- 臺南市 : 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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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企業, 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075-65-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八冊/

黃勁連總編輯 .-- 五版 .-- 臺南市 : 真

平企業, 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075-63-6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十冊/

黃勁連總編輯 .-- 四版 .-- 臺南市 : 真

平企業, 11011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075-64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四冊/

李勤岸總編輯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真

平企業, 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075-62-9 (平裝)  

基本護理學/陳雅玲編著 .-- 八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57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01-3 (平

裝) NT$600  

國考三、四等: 5000 常用英文單字

/Riemann 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新

保成, 11009 .-- 864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1-819-8 (平裝) NT$420  

康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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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7011-93-

5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公民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94-2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91-

1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地理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92-8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11-

5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英語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12-2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39-

9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國文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40-5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6-

8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數學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5-1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3-

6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歷史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4-3 (平裝)  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25-2 (平裝)  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26-9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3-

0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. 4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2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4-7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9-

2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. 4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10-8 (平裝)  
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15-3 (平裝)  
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16-0 (平裝)  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

97-3 (平裝)  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6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98-0 (平裝)  

動物媽媽: 教師指引手冊/鄭明昀, 游

見惠課程設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, 

11011 .-- 9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53-34-0 (平裝) NT$250  
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91-7 (平裝)  
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92-4 (平裝)  
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47-4 (平裝)  
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48-1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51-1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53-5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52-

8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54-

2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63-4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65-8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67-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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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64-

1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66-

5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68-

9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41-2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43-6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42-

9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44-

3 (平裝)  

這是一本公共政策解題書/許多、羊

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

化, 11009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64-283-0 (平裝) NT$450  

袖珍本必背單字及文法 N2 熱銷套書: 

袖珍本精修版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!日

檢必背(單字,文法)N2/吉松由美, 西

村惠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46-645-2 (全套:

平裝附光碟片) NT$520  

袖珍本必背單字及文法 N3 熱銷套書: 

袖珍本精修版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!日

檢必背(單字,文法)N3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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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46-646-

9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NT$480  

袖珍本必背單字及文法 N4 熱銷套書: 

袖珍本精修版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!日

檢必背(單字,文法)N4/吉松由美, 西

村惠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46-647-6 (全套:

平裝附光碟片) NT$450  

*設計基礎(術科)總複習: 研析攻略/

謝啟駿編著 .-- 臺中市 : 育才國際文

化, 11009 .-- 4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62-3-7 (平裝)  

統計學(概要)/程大器編著 .-- 12 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83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91-7 (平

裝) NT$700  

統計學歷屆試題詳解/郭明慶編著 .-- 

2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

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12-9 (平裝) NT$420  

專業一餐旅群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

習/文野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.-- 再版 .-

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7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2-4-8 (平裝) 

NT$500  

專業二餐旅群飲料實務總複習/文野

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

市 : 文野, 11010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22-5-5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專業二餐旅群餐飲服務技術總複習/

文野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86-5-5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偏微分方程式與數值解 /劉明昌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09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14-3 (平裝) NT$550  

國際公法/冷律師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4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93-1 (平裝) 

NT$400  
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1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08-3 (平裝)  
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2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10-6 (平裝)  
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4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12-0 (平裝)  
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5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14-4 (平裝)  

國語作業簿. 1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09-0 (平

裝)  

國語作業簿. 2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11-3 (平

裝)  

國語作業簿. 4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13-7 (平

裝)  

國語作業簿. 5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15-1 (平

裝)  

貨幣銀行學(概要)申論題完全制霸/

蔡經緯編著 .-- 11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
文化, 11010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821-1 (平裝) NT$550  

貨幣銀行學: 銀行招考、金融基測/ .-

- 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企業社, 

11009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255-8-5 (平裝) NT$329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(教師用). 4/翰

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254-3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. 4/翰林自然作
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53-6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 

4/蔡豐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239-0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. 4/蔡豐謙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40-6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(教師用). 4/宋

裕審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1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60-4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. 4/宋裕審訂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2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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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61-

1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(教師用). 4/翰

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44 面; 3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2-319-9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. 4/翰林教科書

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1 .-- 14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20-5 (平裝)  

票據法: 銀行招考、金融基測/ .-- 第

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企業社, 

11009 .-- 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34-0-6 (平裝) NT$299  

*國營事業考試: 職業安全衛生類別

歷屆考題彙編/蕭中剛, 陳俊哲, 許曉

鋒, 王韋傑, 張嘉峰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碁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2-972-2 (PDF)  

國營事業考試法學緒論 (含法律常

識)/胡劭安編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鼎文, 11011 .-- 6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14-4 (平裝)  

問題驅動的中學數學課堂教學: 理論

與實踐卷/曹廣福, 張蜀青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86-76-1 

(EPUB)  

量一量: 教師指引手冊/鄭明昀, 葉嘉

雯課程設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, 

11011 .-- 9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53-35-7 (平裝) NT$250  

*智力測驗/王敬銘編 .-- 二十六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11-3 (PDF)  

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. 111 版/陸川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

- 5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86-4 (平裝) NT$500  

無形資產評價概論/梁亦鴻, 王致怡, 

吳明政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

文化, 11009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5-779-6 (平裝) NT$250  

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+解題書/周

易, 法夫子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

讀享數位文化, 11010 .-- 45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87-8 (平裝) 

NT$350  

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

寶典/謝美美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

文野, 11010 .-- 4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86-4-8 (平裝) NT$400  

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6/

吳錫鴻, 王景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250-5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 . 6/吳錫鴻 , 

王景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51-2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4/

陳震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35-9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. 4/陳震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36-6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講義. 國文(教師用). 4/吳錫

鴻, 王景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1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95-9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講義. 國文. 4/吳錫鴻, 王景

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1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196-6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講義國中自然(教師用). 4/

張文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55-0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講義國中自然. 4/張文山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56-7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&技術型高中應用文/蔡

如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192-8-

6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192-

9-3 (下冊: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口語表達課程講義/翻滾

海貍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12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45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全試線英文. 第四冊/林

芸亦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10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29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

領域體育. 第六冊/尤聰銘, 王鍵銓, 余

春盛, 林侑瑋, 柯玉貞, 陳仲立, 許銘

雄, 曾月如, 楊仁豪, 謝孟媚, 蘇彥仁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泰 宇 , 

11010 .-- 167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7-61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中

量級. 第四冊/王靖賢, 仲偉芃, 呂香瑩, 

李秋芸, 洪秋萍, 施和興, 張瑛玿, 張

瀅蕙, 曹代賢, 許芳綺, 陳雲釵, 彭信

哲, 楊佳純, 樊可瑜, 應惠蕙, 魏宏軒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10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38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羽

量級. 第四冊/王靖賢, 仲偉芃, 呂香瑩, 

李秋芸, 洪秋萍, 施和興, 張瑛玿, 張

瀅蕙, 曹代賢, 許芳綺, 陳雲釵, 彭信

哲, 楊佳純, 樊可瑜, 應惠蕙, 魏宏軒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10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37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. 第四冊/石世

鵬, 楊佳縈, 蘇欣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75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36-4 (平

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隨身讀. 第

四冊/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

- 12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333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黃金三角. 第四冊/

洪珮菱, 梁亦屏, 李永成, 楊曜璘, 許

惠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11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46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超素筆記. 第四冊/

林明慧, 邱子容, 陳昀筠, 陳雲釵, 羅

婉珍, 嚴雅貞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1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31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速攻!圖解國學常識/林梧

衛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
圖書, 1101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42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實用成語/吳羿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

- 3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347-0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數學習作. 第二冊/史美

奐, 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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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, 11011 .-- 11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57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. 第四冊/

王靖賢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39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7-330-2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
公民.II, 民主政治與法律/王韻茹, 吳

瑟致, 林玫君, 林義鈞, 邱子宇, 殷瑞

宏, 張紹斌, 曾昭愷, 黃源銘, 羅承宗

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7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06-2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
歷史學習寶典. II/郭瓊蔚, 張育甄, 蘇

信宇, 鄭雅文, 鍾明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1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91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公民與社

會. II/葉浩, 何宜謙, 冷則剛, 楊昊, 李

建良, 詹鎮榮, 張譯文, 廖宜寧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11 .-- 18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97-

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. II/于

宏燦, 廖培鈞, 楊尚達, 賴廷倫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11 .-- 21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308-

6 (平裝)  

普通高級中學 108 課綱選修地球科

學透析教學講義: 大氣、海洋及天文

/高中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全華圖書, 11009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3-943-1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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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65-5 (EPUB)  

寒假國數大滿貫. 1 年級/翰林作者群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0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33-8 (平裝)  

寒假國數大滿貫. 2 年級/翰林作者群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0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34-5 (平裝)  

寒假國數大滿貫. 3 年級/翰林作者群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0 .-- 2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45-1 (平裝)  

寒假國數大滿貫. 4 年級/翰林作者群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0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35-2 (平裝)  

寒假國數大滿貫. 5 年級/翰林作者群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0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36-9 (平裝)  

寒假國數大滿貫. 6 年級/翰林作者群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0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37-6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堆棧工

程師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- 4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01-9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圖形切

割與組合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- 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00-

2 (平裝)  

結構學重點暨題型解析/洪達編著 .-- 

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

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795-5 (平裝) NT$650  

結構學歷屆試題詳解. 110-103 年/洪

達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9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788-7 (平裝) NT$450  

智慧財產權法規概論/王琇慧著 .-- 第

3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9 .-- 

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

780-2 (平裝) NT$380  

智慧航運概論: AIS 篇/高聖龍作; 方

自仁, 郭宗綸, 王盈婷, 林佳霖, 沈惠

萱, 陳沛沂, 何可樂, 林青樺, 張宗鈞

共同作者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58-6 (PDF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測量

實習升學寶典 /興工測量工作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

11009 .-- 2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34-1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升

學寶典. 基礎化工篇/陳筱君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

- 37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35-8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普通化學含

實習升學寶典/湯惠光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550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36-5 (平

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食品群食品化學與

分析含實習升學寶典/王昭君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

- 51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30-3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

學寶典/呂巧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600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37-2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工電

子實習升學寶典/李宗榮編著 .-- 新北
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32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39-6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實習入門

精選題庫/蕭文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62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43-3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觀光餐旅業

導論升學寶典/蕭如妙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9 .-- 650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31-0 (平

裝)  

預力混凝土設計重點暨題型解析/洪

達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09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797-9 (平裝) NT$320  

電子學總複習 /文字復興編輯小組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85-5 

(PDF)  

新北市高中職勞動權益課程個體勞

動教師手冊/陳瑞嘉, 廖英伶, 蔡宜芳, 

楊惠娥, 韓仕賢, 張烽益, 陳逢源, 陳

建文, 許碧華, 詹前鋒, 管恆華, 邱羽

凡編輯委員 .-- 第 10 版 .-- 新北市 : 新

北市勞工局, 11009 .-- 65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2-49-9 (平裝)  

新北市高中職勞動權益課程個體勞

動學生手冊/陳瑞嘉, 廖英伶, 蔡宜芳, 

楊惠娥, 韓仕賢, 張烽益, 陳逢源, 陳

建文, 許碧華, 詹前鋒, 管恆華, 邱羽

凡編輯委員 .-- 第 10 版 .-- 新北市 : 新

北市勞工局, 11009 .-- 55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2-48-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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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物理論/胡萬炯著 .-- 增訂四版 .-- 

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89-7 (PDF)  

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

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. 111 版/蕭靖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91-8 (平裝) NT$700  

會計師高等會計學 . 111 版/蕭靖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94-9 (平裝) NT$650  

會計師審計學. 111 版/金永勝編著 .-- 

第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09 .-- 9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980-2 (平裝) NT$700  

會計審計法規/王上達編著 .-- 23 版 .-

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76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07-5 (平

裝) NT$680  

會計學(含中級會計學). 111 版/蕭靖

編著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9 .-- 70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96-3 (平裝) NT$700  

會計學: 銀行招考、金融基測/ .-- 第

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企業社, 

11009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255-9-2 (平裝) NT$329  

新時代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學術

科研讀範本: 使用 Solidworks/衛亞工

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
圖書, 11009 .-- 57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338-9 (平裝)  

新時代丙級餐飲服務學術科研讀範

本/謝美美, 楊蕙娟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0 .-- 224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42-6 (平

裝)  

運動素養/詹恩華, 陳萩慈編著 .-- 新

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955-8-8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自然. 4/何錫霖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37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72-

7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國文. 4/翰林國文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1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57-4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數學. 4/曾銀福, 林炎銘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1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38-3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(教師用). 4/林

詩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0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25-3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(教師用). 6/林

詩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96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27-7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. 4/林詩英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11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26-0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. 6/林詩英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10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28-4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 

4/王佳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273-4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. 4/王佳

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74-1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 

4/林鏡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97-3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. 4/林鏡

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198-0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 

4/張麗娜, 方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190-4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. 4/張麗

娜, 方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191-1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(教師用). 4/陳

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90-1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. 4/陳宗樺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89-5 (平裝)  

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: 農會招考/ .-- 

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企業社, 

11009 .-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34-6-8 (平裝) NT$180  

農會招考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

(共同供運銷)/鼎文名師群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25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04-5 (平

裝)  

農會招考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

(信用業務)/鼎文名師群編著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25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05-2 (平

裝)  

*農業推廣學/任瑞書編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鼎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03-8 (PDF)  

微積分歷屆試題詳解. 110-106 年/劉

明昌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
化, 11009 .-- 8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813-6 (平裝) NT$650  

微積百科/簡謙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4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99-3 (平裝) 

NT$520  

新講義. 自然. 4/林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17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61-4 (平裝) 

NT$280  

新講義 . 數學 . 4/袁盛隆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21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60-7 (平

裝) NT$300  

經濟學歷屆試題詳解 . I/高勝銘編

著 .-- 21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0 .-- 5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08-2 (平裝) NT$620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4(適南

版)/Rita Hsu, Alex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76-8 (平裝) 

NT$140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4(適康

版)/Rita Hsu, Lucy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77-5 (平裝) 

NT$14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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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4(適翰

版)/Rita Hsu, Lucy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75-1 (平裝) 

NT$140  

試題篇. 數學. 4(適康版)/郭熙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74-4 (平

裝) NT$160  

試題篇 . 數學 . 4(適翰版)/簡啟祐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73-7 (平裝) NT$160  

債權委外催收人員: 金融證照過關筆

記/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企

業社, 11009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34-3-7 (平裝) NT$299  

銀行法: 銀行招考、金融基測/ .-- 第

一版 .-- 桃園市 : 金榜筆記企業社, 

11009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34-7-5 (平裝) NT$299  

閩南語語言能力套書: 閩南語競賽、

認證最實用工具書/鄭安住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10-4 (全套:平裝) 

NT$1580  

滿級分 大考標準版: 聽寫模擬試題/

熊澤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古韻

文化, 11009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978-0-8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720  

精通學測化學重點觀念. 試題篇/張

懷哲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

11009 .-- 3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8-124-8 (平裝) NT$3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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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68-6 (EPUB)  

圖解式法典: 解構民事財產法/京律

師, 穆律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點文化, 11010 .-- 57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9-817-4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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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183-1 (PDF)  

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/盧美秀, 周幸

生, 蔣立琦, 周繡玲, 陳淑賢, 陳可欣, 

陳杰峰, 李雅玲, 張瑩如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96-1 (PDF)  

衛生行政法規與倫理/魯葦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09 .-- 4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4-982-6 (平裝) NT$550  

審計學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研究中心

編著 .-- 1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0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19-8 (平裝) NT$520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電工電子概

論與實習總複習/高敏聰, 吳正飛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9 .-- 

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

367-7 (平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機件原理總

複習/葉輪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

友, 11009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64-366-0 (平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機械力學總

複習/陳重銘, 激力工作室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10 .-- 8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69-1 (平

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機械基礎實

習總複習/張弘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科友, 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64-365-3 (平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機械製圖實

習總複習 /劉欣 , 陳飛祥 , 林品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10 .-- 

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

368-4 (平裝)  

數學(A)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學寧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648-2 (PDF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一上

期中(適南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8 .-

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

94-9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一上

期中(適康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8 .-

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

96-3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一上

期中(適翰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8 .-

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

95-6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二上

期中(適南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8 .-

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

97-0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二上

期中(適康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8 .-

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

99-4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二上

期中(適翰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8 .-

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4-

98-7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三上

期中(適南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02-6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三上

期中(適康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04-0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三上

期中(適翰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03-3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五上

期中(適南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10-1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六上

期中(適南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13-2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五上

期中(適康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09-5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六上

期中(適康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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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12-5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五上

期中(適翰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08-8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六上

期中(適翰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11-8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四上

期中(適南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06-4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四上

期中(適康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07-1 (平裝)  

數學大師資優數學: 段考精選. 四上

期中(適翰版)/謝榮利策劃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09 .-

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

05-7 (平裝)  
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1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75-8 (平裝)  
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2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77-2 (平裝)  
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4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79-6 (平裝)  
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5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81-9 (平裝)  
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6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83-3 (平裝)  

數學作業簿. 1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76-5 (平

裝)  

數學作業簿. 2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78-9 (平

裝)  

數學作業簿. 4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80-2 (平

裝)  

數學作業簿. 5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82-6 (平

裝)  

數學作業簿. 6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84-0 (平

裝)  

穀類加工含中式米食實作與丙級中

式麵食加工(酥油皮、糕漿皮類)學

術科解析/黃安娜, 李夢萍, 林宏周, 戴

佩珍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
書, 11009 .-- 3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332-7 (平裝)  

閱讀小當家. 中年級/林佳錚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05-9 (第

2 冊:平裝)  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(教師用). 

4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甲文教 , 

11011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1-86-7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6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5-

0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(教師用). 

4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甲文教 , 

11011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1-99-7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(教師用). 

6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甲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33-7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0-

9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3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34-

4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7-

4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地理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8-1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8

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95-

9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自然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96 面; 3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96-6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5-

4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英語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6-1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1-

6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81-

8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國文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2-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國文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82-5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4-

4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2-

0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數學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3-7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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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版 i 學習. 數學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1-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89-

8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1-90-4 (平裝)  
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23-8 (平裝)  
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24-5 (平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2 下(乙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93-2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2 下(甲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92-5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4 下(乙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95-6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4 下(甲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94-9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5 下(乙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97-0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5 下(甲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96-3 (平

裝)  
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73-3 (平裝)  
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74-0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2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45-

0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自然講義. 4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20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46-7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5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13-

9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. 4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6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14-6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7-

8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. 4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08-5 (平裝)  
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21-4 (平裝)  
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29-0 (平裝)  
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6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22-1 (平裝)  
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30-6 (平裝)  

*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(共同供

運銷)/鼎文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15-1 (PDF)  

*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: 信用業

務/鼎文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12-0 (PDF)  
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87-0 (平裝)  
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88-7 (平裝)  
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049-8 (平裝)  
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50-4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99-3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00-

6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 . 自然與生活科技

(教師用). 4 下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

甲文教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9-093-1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 . 自然與生活科技

(教師用). 5 下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

甲文教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9-095-5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 . 自然與生活科技

(教師用). 6 下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

甲文教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9-097-9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4

下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94-8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5

下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96-2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6

下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98-6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35-1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37-5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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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36-

8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38-

2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57-3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59-7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061-0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58-

0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60-

3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062-

7 (平裝)  

餐旅群專業(一)30 天輕鬆破關/陳佳

妏, 大心, 辛晨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0 .-- 42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70-9 (平

裝)  

餐旅群專業(二)30 天輕鬆破關/田俞

心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
資訊, 11010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71-6 (平裝)  

機率數統分章題庫/郭明慶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47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15-

0 (平裝) NT$500  

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

寶典/文野出版社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
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86-9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學測物理嘿皮書(涵括各版本.綜合總

整理)/陳沛皜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

教科技, 11009 .-- 26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8-122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學測英文克漏字滿分攻略: 50 回精華

模 擬 試 題 ( 試 題 本 )/Owain Mckimm, 

Zachary Fillingham, Richard Luhrs, 

Laura Phelps 作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

11010 .-- 1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0-076-6 (平裝)  

學測歷史嘿皮書= History/季子欽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09 .-

- 4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

126-2 (平裝) NT$4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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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69-3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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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66-2 (EPUB)  

導遊領隊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
師群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
考資訊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7-64-8 (EPUB)  

學霸筆記. 公民與社會/林大雄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9 .-

- 1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

200-6 (平裝) NT$160  

學霸筆記 . 地理 /謝鎮陽編著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9 .-- 21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98-

6 (平裝) NT$160  

學霸筆記. 歷史(108 課綱適用)/林大

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

11009 .-- 1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9-201-3 (平裝) NT$1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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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197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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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04-3 (PDF)  

環保小尖兵: 教師指引手冊/楊毓婷, 

吳語柔課程設計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親文化, 11011 .-- 96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53-36-4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: 速成焦點+

歷屆題庫/黃賢齊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275-781-9 (上冊:平裝) 

NT$550 .-- ISBN 978-986-275-782-6 (下

冊:平裝) NT$450  

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: 速成焦點+

歷屆題庫/黃賢齊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0 .-- 4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83-3 (中

冊:平裝) NT$450  

*職安一點通: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

管必勝 500 精選: 一般業甲乙丙丁種

適用/蕭中剛, 張嘉峰, 許曉鋒, 王韋傑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2-975-3 (PDF)  

*職安一點通: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

管必勝 500 精選: 營造業甲乙丙種適

用/蕭中剛, 江軍, 徐英洲, 葉日宏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76-0 

(PDF)  

雙向溝通. 自然. 4(適南版)/房角石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72-0 (平裝) NT$250  

雙向溝通 . 自然 . 4(適康版)/易修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71-3 (平裝) NT$250  

雙向溝通. 自然. 4(適翰版)/李品易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70-6 (平裝) NT$250  

雙 向 溝 通 . 英 語 . 4( 適 南 版 )/Sean 

Huang, Lynn 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09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467-6 ( 平 裝 ) 

NT$2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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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向溝通. 英語. 4(適康版)/Alex Chen, 

Hugh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金安, 11009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466-9 (平裝) NT$260  

雙向溝通. 英語. 4(適翰版)/Lucy Sun, 

Peter Cha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
安, 11009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465-2 (平裝) NT$260  

雙向溝通 . 國文 . 4(適南版)/文冰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64-5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國文. 4(適康版)/周安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63-8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國文. 4(適翰版)/徐芳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62-1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數學. 4(適南版)/吳倢臻, 

宋傳威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09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96-6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數學. 4(適康版)/惟璽, 林

上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09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69-0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 . 數學 . 4(適翰版)/李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9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468-3 (平裝) NT$270  

醫師國考系列: 醫師病理/趙俊彥著 .-

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0 .-- 64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7-9-

3 (平裝) NT$700  

醫師國考系列: 醫師解剖/趙俊彥著 .-

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0 .-- 62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7-8-

6 (平裝) NT$700  

醫師國考系列: 醫師解剖題庫/趙俊

彥 著  .-- 二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及 第 , 

11010 .-- 7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67-7-9 (平裝) NT$700  

*豐登 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: 會

務行政/鼎文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10-6 (PDF)  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題庫解密/湯

士弘編著 .-- 九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
化, 11010 .-- 3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5-784-0 (平裝) NT$4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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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21-4 (PDF)  

藥理學/郭熙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點文化, 11009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9-794-8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關鍵 60 天. 化學/潘貞志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21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37-3 (平

裝)  

警特: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/林清

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10 .-- 10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4-972-7 (平裝) NT$750  

警專地理/陳亦凡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0 .-- 5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74-7 (平

裝)  

警專歷史/鄒穎, 王偉編著 .-- 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0 .-- 55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75-

4 (平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自然/蔡醇龍, 陳揚, 

林千裕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17-5 (平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自然(教師用)/蔡醇龍, 

陳揚, 林千裕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16-8 (平裝)  

贏戰年歷屆試題. 自然. 101~110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1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15-

4 (平裝)  

贏戰會考仿真模擬題本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92-8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數學/

陳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45-8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數學

(教師用)/陳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346-5 (平裝)  

贏 戰 歷 屆 試 題 . 自 然 ( 教 師 用 ). 

101~110 年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16-1 (平裝)  

贏戰歷屆試題 . 社會(教師用). 101-

110 年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07-9 (平裝)  

贏戰歷屆試題. 社會. 101-110 年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08-

6 (平裝)  

贏戰歷屆試題 . 英語(教師用). 101-

110 年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188-1 (平裝)  

贏戰歷屆試題. 英語. 101-110 年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1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89-

8 (平裝)  

贏戰歷屆試題 . 國文(教師用). 101-

110 年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193-5 (平裝)  

贏戰歷屆試題. 國文. 101-110 年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2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194-

2 (平裝)  

贏 戰 歷 屆 試 題 . 數 學 ( 教 師 用 ). 

101~110 年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17-8 (平裝)  

贏戰歷屆試題. 數學. 101~110 年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1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214-

7 (平裝)  

贏戰關鍵 168 小時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0 .-- 96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247-5 (平裝)  

魔鬼特訓: 新托福單字 120/Amanda 

Chou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倍斯特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95-6-1 (PDF)  

護理行政/游麗娥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9 .-- 200 面;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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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796-2 (平裝) 

NT$320  

護理考試叢書 . 九 , 藥理學(精選題

庫)/詹婉卿, 翁逸奎合著 .-- 八版 .-- 臺
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, 11009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01-9 (平

裝) NT$200  

魔術師的帽子教師手冊 /林玉菁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

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01-1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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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2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11-6-1 (下冊:平裝)  

兒童讀物 

<<忍者學校>>前傳: 活著最重要的

事/宮西達也文.圖; 蘇懿禎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00-2 (EPUB)  

<<忍者學校>>前傳: 活著最重要的

事/宮西達也文.圖; 蘇懿禎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04-0 (PDF)  

12 歲之前一定要學/花丸學習會作; 

伊之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50-07-

1 (全套:平裝) NT$1400  

500 Years later/author Huiling Huang; 

illustrator Huiling Huang .-- 新竹縣 : 和

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01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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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索尼國際教育作; 李彥樺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08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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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題活用 5 大思考迴路(合輯)/索尼

國際教育作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小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0-09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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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題活用 5 大思考迴路(合輯)/索尼

國際教育作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小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0-11-8 (EPUB)  

Albert's first flight/author Yih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nlung Huang .-- 新竹縣 : 

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02-5 (EPUB)  

Baby box( 簡 體 字 版 )/editor WiN 

Publishing, Ruth Sy .-- 1st ed. .-- 新北

市 : 元將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43-9 (全套:平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/風車編輯群
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699-

4 (全套:活頁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: 日常生活/風

車編輯群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

圖書, 11010 .-- 10 面; 21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3-696-3 (活頁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: 好玩 ABC/風

車編輯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

圖書, 11011 .-- 10 面; 21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3-706-9 (活頁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: 交通工具/風

車編輯群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

圖書, 11010 .-- 10 面; 21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3-694-9 (活頁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: 有趣形狀/風

車編輯群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

圖書, 11010 .-- 10 面; 21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3-698-7 (活頁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: 我會 123/風

車編輯群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

圖書, 11010 .-- 10 面; 21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3-695-6 (活頁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: 動物王國/風

車編輯群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

圖書, 11010 .-- 10 面; 21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3-693-2 (活頁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: 創意ㄅㄆㄇ

/風車編輯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

車圖書, 11011 .-- 10 面; 21X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23-705-2 (活頁裝)  

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: 認識顏色/風

車編輯群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

圖書, 11010 .-- 10 面; 21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3-697-0 (活頁裝)  

Buddy English. vol 16, the magic piano= 

美語巴弟. 第十六冊, 魔法鋼琴/國語

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009 .-

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95-1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Faye's fear/by Andre Louw; illustrator 

Kübra Teber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10 .-

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

949-9 (平裝)  

FOOD 超人 0-6 歲點讀認知圖鑑/風車

編輯群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
書, 11010 .-- 90 面; 23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3-704-5 (精裝)  

FUN 心去旅行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85-0 (平裝)  

Homes/author Yang Huan; illustrator 

Hsiaoyen Huang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03-2 (EPUB)  

I like. book 1/by Yi-Hsuan Fu .-- 新北

市 : 奧森文化, 11010 .-- 8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1-0-1 (平裝)  

In sunny Taichung/[author Cabbage & 

Tyler Productions] .-- 臺中市 : 蓋比泰

勒, 11009 .-- 40 面; 25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54-2-1 (平裝)  

Left and right/author Y-Andy; illustrator 

Y-Andy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07-0 

(EPUB)  

Look at me/by John D. Smith; illustrator 

Francesca Assirelli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

11010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06-948-2 (平裝)  

Master mason/author Bo-Le Liou; 

illustrator Bo-Le Liou .-- 新竹縣 : 和英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7-08-7 (EPUB)  

Missing grandma/author Ma Li, Chen 

Weng; illustrator Xin-Jie Ma .-- 新竹縣 : 

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09-4 (EPUB)  

Mom, it's sunny outside!/author Su-Hsia 

Hsu; illustrator Su-Hsia Hsu; translator 

John Balcom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73-4-3 (EPUB)  

My spring, summer, fall and 

winter/author Li-Jyun Lin; illustrator Li-

Chi Lin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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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10-0 

(EPUB)  

Nalu/author Alan Lee; illustrator Alan 

Lee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57-11-7 

(EPUB)  

On the way home/author Julia Chen; 

illustrator Fion Stewart .-- 新竹縣 : 和

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12-4 (EPUB)  

Open the door myself/author Meng-Ting 

Weng; illustrator Meng-Ting Weng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13-1 (EPUB)  

Play for you/author Y-Andy; illustrator 

Y-Andy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14-8 

(EPUB)  

Readers & players: A to M/學齡國際有

限公司作  .-- 臺北市  : 學齡國際 , 

11010 .-- 3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6-06-0 (平裝)  

Readers & players: amazing tracing/學

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

國際, 11010 .-- 2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6-05-3 (平裝)  

Readers & players: colors & shapes/學齡

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國

際, 11010 .-- 2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6-12-1 (平裝)  

Readers & players: crazy doole/學齡國

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國際, 

11010 .-- 2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6-11-4 (平裝)  

Readers & players: N to Z/學齡國際有

限公司作  .-- 臺北市  : 學齡國際 , 

11010 .-- 3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6-07-7 (平裝)  

Readers & players: numbers 1 to 20/學

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

國際, 11010 .-- 2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6-10-7 (平裝)  

Readers & players: our community/學齡

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國

際, 11010 .-- 2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6-09-1 (平裝)  

Silence can be beautiful/author Li Pei 

Huang; illustrator Li Pei Huang .-- 新竹

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05-6 (EPUB)  

Survival/by Herbert Puchta, Gavin Biggs; 

illustrator Lorenzo Sabbatini .-- 臺北市 : 

敦煌, 11010 .-- 36 面; 21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606-953-6 (平裝)  

The Bunun's harvest festival= 

Pasuntamul= 豐 收 感 恩 祭 / 洪 文 和

Tanpilic Balincinan 作; 邱中玉, 石明媚, 

石志雄, 石紹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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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2-3-5 (平裝)  

The gingerbread man/retold by Catherine 

Eisele, Robert kelly, Jack Yang; 

illustrated by Valentina Belloni .-- 2nd 

ed.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10 .-- 4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51-2 (精

裝) .-- ISBN 978-957-606-952-9 (精裝

附光碟片)  

The melody of the Bunun's "Tultul"= 

tultul= 布農族卓社群杵音起源說/洪

文和 Tanpilic Balincinan 作; 邱中玉, 石

明媚, 石志雄, 石紹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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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95112-2-

8 (平裝)  

The musical/author Bill Chen; illustrator 

Jun Sun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04-9 

(EPUB)  

The old tree/author Xiong Liang; 

illustrator Tan Jun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73-9-8 (EPUB)  

The origin of the Bunun's surname= 

Balincinan= 布農族卓社群姓氏起源

說/洪文和 Tanpilic Balincinan 作; 邱中

玉, 石明媚, 石志雄, 石紹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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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95112-

1-1 (平裝)  

The story of grandma snow flower/author 

Yih-Fen Chou; illustrator Mao Wu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15-5 (EPUB)  

The things I always wanted to do/author 

Meng-ting Wang; illustrator Meng-ting 

Wang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3-8-1 

(EPUB)  

Three ducks/author Chang Yi; illustrator 

a-hha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3-7-4 

(EPUB)  

Traffic jam/author Shu-Fen Cheng; 

illustrator Shu-Fen Cheng .-- 新竹縣 : 和

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3-6-7 (EPUB)  

Vacation island/by John D. Smith; 

illustrator Benedetta Capriotti .-- 臺北市 : 

敦煌, 11010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06-950-5 (平裝)  

Water on the mountain/author Y-Andy; 

illustrator Y-Andy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16-2 (EPUB)  

Welcome to Heaven Town/author Y-

Andy; illustrator Y-Andy .-- 新竹縣 : 和

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17-9 (EPUB)  

Where is spring?/author Yang Huan; 

illustrator H.Y. Huang, A. Yang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73-5-0 

(EPUB)  

Who stole Willy's lunch?/author Y-Andy; 

illustrator Y-Andy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18-6 (EPUB)  

Yu Kwang: chung poetry and painting 

collection/author Kwang-chung Yu; 

illustrator Mao Wu, Su-Xia Hsu, San zhi, 

Julia Yellow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19-3 (EPUB)  

ㄅㄆㄇ唱學兒歌: 愛唱歌.學注音.會

認字(全新珍藏點讀版)/林芳萍文; 蕭

秝緁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小熊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50-15-

6 (全套:精裝附光碟片) NT$800  

一封邀請函(探索遊戲書)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25 面; 25X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00-4 (平裝)  

一 起 吃 麵 條 湯 /普拉 芭 . 拉 姆 (Praba 

Ram), 席拉.普魯伊特(Sheela Preuitt)文; 

希爾柏.拉那德(Shilpa Ranade)圖; 柯

乃瑜譯 .-- 臺中市 : 暢談國際文化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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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45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0-05-9 (精裝附光碟片)  

*一隻家貓被棄養以後....../康妮.思諾

克(Connie Snoek)文.圖; 張家葳(Nelly 

Chang)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69-5-2 (PDF)  

一起愛地球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71-3 (平裝)  

人類村子的小鬼怪葉羅 /姚念廣圖 .

文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少年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614-8-6 (EPUB)  

小丁丁搬家記/郭桂玲文.圖 .-- 臺中

市  : 中市環保局 , 11009 .-- 24 面 ; 
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34-

9 (平裝)  

小大人的公衛素養課/陳建仁, 胡妙

芬文; Hui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

天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5-101-0 (EPUB)  

山中的微光/李玉娟文.圖 .-- 嘉義縣 : 

嘉縣府, 11010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24-86-2 (精裝)  

大文豪故事集/桂文亞作; 陳亭亭繪 .-

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68-8 (PDF)  

大文豪故事集/桂文亞作; 陳亭亭繪 .-

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73-2 (EPUB)  

小白兔蹦吉與小貓咪阿花的冒險: 受

到驚嚇時身體的智慧 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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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43-9285-8 (PDF) 

NT$249  

小白兔蹦吉與小貓咪阿花的冒險: 受

到驚嚇時身體的智慧 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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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43-9286-5 (EPUB) 

NT$249  

小兒子. 3, 阿甯咕選班長/駱以軍原

著; 王文華改寫; 李小逸插畫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5-090-7 

(EPUB)  

小妮子的奇思妙想. 1: 幸福是什麼?/

奧斯卡.柏尼菲(Oscar Brenifier)作; 楊

宛靜繪; 梁若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愛米粒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82-4-4 (PDF)  

小妮子的奇思妙想. 1: 幸福是什麼?/

奧斯卡.柏尼菲(Oscar Brenifier)作; 楊

宛靜繪; 梁若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愛米粒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82-5-1 (EPUB)  

工具王國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

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75-1 (平裝)  

小狗佩迪/理查.瓊斯(Richard Jones)文.

圖; 蕭寶森譯 .-- 臺中市 : 暢談國際文

化, 11011 .-- 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0-07-3 (精裝)  

山神的禮物/林毓容文字.繪圖 .-- 嘉

義縣 : 嘉縣府, 11010 .-- 2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87-9 (精裝)  

小修與沃特繪本集. 2: 幸福滋味!/工

藤紀子文.圖; 邱瓊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40-0 (全套:精裝)  

大野狼的餐桌: 用 29 道美食翻轉 5 個

經典童話,一邊做料理、認識食材,一

邊聽思辨故事,餐桌上快樂的小小公

民素養課/陶樂蒂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小麥田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0-23-6 (EPUB)  

小寓言故事集/桂文亞作; 陳亭亭繪 .-

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69-5 (PDF)  

小寓言故事集/桂文亞作; 陳亭亭繪 .-

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74-9 (EPUB)  

小黑琵遊台江/廖炳焜文; 謝璧卉圖 .-

- 臺南市 : 台江國家公園, 11010 .-- 3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23-

8 (精裝) NT$32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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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43-9287-2 (EPUB) 

NT$249  

大賣場好好逛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67-6 (平裝)  

小學生心理學漫畫套書: 我的六大能

力/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95197-0-5 (全套:平裝)  

小雞逃走了/五味太郎文.圖; 游珮芸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 , 

11010 .-- 24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61-663-6 (精裝) NT$220  

不一樣的中秋節/蔡芷云, 凃欣雅文.

圖 .-- 臺中市 : 中市環保局, 11009 .-- 

30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1-33-2 (平裝)  

父子抬驢/伊索原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11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3-77-7 (平裝) NT$100  

丹丹看醫生!/清野幸子文.圖; 鄭明進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 , 

11010 .-- 24 面; 15X1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62-718-6 (精裝) NT$120  

方方國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36
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

962-1 (平裝)  

公主童話故事集/小紅花童書工作室

編著繪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33-75-3 (全套:

平裝附光碟片) NT$880  

太多了多出兩隻鳥/辛蒂.德比(Cindy 

Derby)文.圖; 何萬順譯 .-- 臺中市 : 暢

談國際文化, 11011 .-- 50 面; 26X27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0-04-2 (精裝附

光碟片)  

文字派對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

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76-8 (平裝)  

少年科學偵察隊 CSI/高嬉貞文字; 玄

寶, 梁善模圖畫; 蔡佳燁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62-3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980  

火車來了/謝明芳主編 .-- 初版二刷 .-

- 高雄市 : 愛智, 11009 .-- 4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08-577-2 (特菊

8K 精裝) NT$2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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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具妙用多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66-9 (平裝)  

牛羚與尖鼠= Gnu and shrew/丹尼.施

尼茨林(Danny Schnitzlein)作; 安卡.珊

都 (Anca Sandu)繪 ; 李雅茹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32 面; 

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60-9 (精

裝) NT$320  

中華傳統習俗: 熱鬧過新年/邱嘉慧

著; 侯彥禎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

美生活文創, 11012 .-- 16 面; 25X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41-4 (精裝) 

NT$499  

心想事成魔藥鋪/吳箴言文字.繪圖 .-- 

嘉義縣 : 嘉縣府, 11010 .-- 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89-3 (精裝)  

不懂努力的驢子/李美麗文; 蔣二毛
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

化, 11010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16-0-0 (平裝)  

布可的危機/陳雨青, 陳躍雯, 陳璟毅, 

許容瑋, 張家瑋, 黃婉琦, 鄭佩庭作.

繪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 : 雲縣斗六市公

所, 11009 .-- 32 面; 20X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0-18-8 (平裝)  

台江國家公園/李宥澄, 卓佩穎, 張若

婕, 陳美惠, 張瑞娟作 .-- 臺南市 : 南

市環保局, 11010 .-- 19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42-3 (精裝)  

失物招領所/澀谷純子圖文; 張詩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51-3 (EPUB)  

生金蛋的鵝/伊索原著 .-- 新北市 : 人

類, 11011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3-80-7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世 界 名 曲 欣 賞 = Classical music 

appreciation/小牛津製作團隊企畫編
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

化, 11010 .-- 24 面; 25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459-8-4 (平裝)  

北風與太陽/伊索原著 .-- 新北市 : 人

類, 11011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3-78-4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可愛的動物= Cute animals/小牛津編

輯團隊文; 鄭妍榆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0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6-3-1 (平

裝)  

去遊樂園玩遊戲書(成長版)/伊丸子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09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11-6 (平裝)  

去遊樂園玩遊戲書(快樂版)/陳晶晶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09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12-3 (平裝)  

去遊樂園玩遊戲書(學習版)/盧小比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09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210-9 (平裝)  

* 永 遠 都 不 要 !/ 碧 翠 絲 . 阿 雷 馬 娜

(Beatrice Alemagna)文.圖; 郭妙芳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, 

11010 .-- 4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07-3-4 (精裝) NT$360  

充滿愛與幸福的公主童話/AppleBee 

Books 編輯部作; 陳馨祈翻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12 .-- 58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701-

4 (精裝)  

奶嘴仙子= Pacita the pacifier fairy/夏

洛特.艾翠(Charlotte Attry), 傑若米.費

夫 爾 (Jeremie Febvre), 蘇 菲 . 羅 森

(Sophie Lawson)作 ; 奧利維耶 .韋特

(Olivier Huette)繪; 李雅茹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24 面; 21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61-6 (精裝) 

NT$320  

巨龍之箭/曾德盛著 .-- 1 版 .-- 新北

市 : 祥峰文化創意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4080-7-4 (PDF) 

NT$180  

台灣城市地圖: 小手點讀知識百科有

聲書(中英雙語)/啟蒙星球團隊編; 陳

聖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幼福文化, 

11012 .-- 2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43-798-8 (精裝) NT$580  

吃一片雲: 主題探索書/康軒幼教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11 .-- 24 面; 25X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5-998-0 (平裝)  

早安豆漿店/林良著; 薛慧瑩繪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報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51-882-8 

(EPUB)  

自 我 探 索 繪 本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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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07-567-5 (全套:精裝) 

NT$640  

好奇孩子大探索/岩谷圭介文; 柏原

昇店繪; 李彥樺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熊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12-5 (全套:平裝) NT$700  

好奇孩子大探索: 真的假的?原來植

物這麼妙/菅原久夫監修; 白井匠, 栗

原崇繪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05-7 (PDF)  

好奇孩子大探索: 真的假的?原來植

物這麼妙/菅原久夫監修; 白井匠, 栗

原崇繪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06-4 (EPUB)  

衣服怎麼穿= How to wear clothes/小

牛津編輯團隊文; 鄭妍榆圖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0 .-- 

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6-

6-2 (平裝)  

在 雨 傘 下 / 凱 瑟 琳 . 布 凱 (Catherine 

Buquet) 文 ; 瑪 麗 安 . 阿 伯 納 (Marion 

Arbona) 圖 ; 張 雅 婷 中 譯 : 史 培 德

(Pierre-Alexandre Sicart)英譯 .-- 臺中

市 : 暢談國際文化, 11011 .-- 33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0-11-0 (精裝

附光碟片)  

竹竿鬼/劉安妮圖.文 .-- 臺北市 : 東吳

大學人社院 USR 計畫, 11009 .-- 35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4-0-8 (精

裝)  

米食料理 72 變: 主題探索書/康軒幼

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1 .-- 24 面; 25X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95-9 (平裝)  

伊索寓言/伊索原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33-84-

5 (全套:平裝)  

*地球生病了,我們可以怎麼幫他?/尼

爾.雷登(Neal Layton)文; 范媛媛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45-3 

(PDF)  

在黑夜抓蛇/陳育萱文; 林達祐圖 .-- 

初版 .-- 彰化縣 : 藝樂肆貳行, 11010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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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41 面; 3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26-3-8 (精裝) NT$450  

如意金箍棒: 西遊記繪本/小千著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36 面; 

24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86-

9 (精裝) NT$320  

老鼠報恩/伊索原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11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3-81-4 (平裝) NT$100  

有趣的圖像符號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74-4 (平裝)  

吃點心了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

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55-3 (平裝)  

有禮貌的白羊/李美麗文; 蔣二毛圖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

11010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16-1-7 (平裝)  

成鷹 /叔軍作  .-- 臺中市  : 岳淑君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41-1 (PDF)  

走!上市場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

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68-3 (平裝)  

我,阿芳希娜/尤安.內格雷葛羅(Joan 

Negrescolor) 文 . 圖 ; 守 般 若 中 譯 ; 

Quicksilver Translate 英翻 .-- 臺中市 : 

暢談國際文化, 11011 .-- 46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0-06-6 (精裝附

光碟片)  

找找看 ,小老鼠在哪裡?/莎拉 .坎恩

(Sarah Khan) 文 ; 喬 愛 爾 . 德 瑞 德 米

(Joelle Dreidemy)圖; 吳琪仁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- 2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07-1 (精

裝)  

找找看,恐龍在哪裡?/史黛拉.梅德門

特(Stella Maidment)文; 喬愛爾.德瑞德

米(Joelle Dreidemy)圖; 吳琪仁繪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- 2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06-4 (精

裝)  

我長大了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

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56-0 (平裝)  

我的好朋友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69-0 (平裝)  

我的身體祕密知識繪本套書. 1/馬莉

歐娜.托洛薩.斯特雷(Mariona Tolosa 

Sisteré)圖文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水滴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38-04-8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688  

我 的朋 友阿 米娜 /何逸琪文 ; 豆豆

(DOUDOU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

藍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04-54-0 (EPUB)  

我來散播歡樂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6, 

培養幽默力!/小禾心理研究所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1-8-2 

(PDF)  

我來散播歡樂: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. 6, 

培養幽默力!/小禾心理研究所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1-9-9 

(EPUB)  

我要坐車子/松谷美代子文; 東光寺

啟圖; 康冬誼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麥克, 11011 .-- 24 面; 18X2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03-912-0 (精裝)  

你是我的孩子 /陸可鐸(Max Lucado)

著; 馬第尼斯(Sergio Martinez)繪圖; 郭

恩惠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 : 道聲 , 

1101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00-386-0 (精裝)  

我是吸管/艾美.克蘿思.羅森朵(Amy 

Krouse Rosenthal) 文 ; 史 考 特 . 馬 谷

(Scott Magoon)圖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011 .-- 48 面; 

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405-

6 (精裝)  

我是雄赳赳/張裴倢作.繪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高雄市政風處, 11009 .-- 27

面; 22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

51-3 (精裝)  

何處是我家?幫領角鴞蓋個家 /李書

霏, 李安哲, 劉弘毅, 劉于新, 萬盈穗

作 .-- 臺南市 : 南市環保局, 11010 .-- 

39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7-43-0 (精裝)  

我想長大/孫俊, 程文文; 孫俊圖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57-00-1 

(EPUB) NT$320  

我愛玩遊戲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73-7 (平裝)  

我會做環保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54-6 (平裝)  

我愛塗鴉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

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61-4 (平裝)  

快樂上小一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81-2 (平裝)  

希臘神話/陳秋帆改寫; 黃雅玲繪圖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39-7 

(EPUB)  

卦山味蕾散步/黃筱雅, 丁韋森, 丁俊

甫, 葉瑜芳, 李伊云, 王芊筑, 史秉叡

文.圖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 : 藝樂肆貳行, 

11010 .-- 28 面; 30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26-1-4 (精裝) NT$450  

金毛獅王上學去/余益興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秀威少年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4-9-3 (EPUB)  

虱目魚小子遊台南: 趣遊中西區/劉

崇榕, 洪悅榮作 .-- 臺南市 : 南市環保

局, 11010 .-- 17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7-45-4 (精裝)  

虎皮魔毯/瓊.海格(Joan Haig)作; 林靜

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3-35-6 (EPUB)  

放羊的孩子/伊索原著 .-- 新北市 : 人

類, 11011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3-82-1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來自海洋的眼淚/楊亞諾, 林千鈺, 江

潔, 楊采晴文.圖 .-- 臺中市 : 中市環

保局, 11009 .-- 20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1-36-3 (平裝)  

金 色 畫 框 / 林 德 . 克 隆 豪 特 (Rindert 

Kromhout)文 ; 荷兒妲 .丹多分 (Gerda 

Dendooven)圖; 郭騰傑中譯; 史嘉琳

(Karen Steffen Chung)英譯 .-- 臺中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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暢談國際文化, 11011 .-- 30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0-10-3 (精裝附

光碟片)  

青色貓咪愛畫畫= Cyan kitty loves to 

draw/author Alice & Lily Cheng .-- 臺北

市 : Alice and Lily Cheng, 11009 .-- 26

面; 14X1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05-3 (精裝)  

林良爺爺的 30 封信: 給青少年的煩

惱處方籤 /林良著; 薛慧瑩繪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報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51-883-5 

(EPUB)  

花果山美猴王: 西遊記繪本/小千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36

面; 24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85-2 (精裝) NT$320  

爸爸的 16 封信/林良著; 薛慧瑩繪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報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51-884-2 

(EPUB)  

雨後的彩虹/黃少筠文; 樓育雯圖 .-- 

臺北市 : 東吳大學人社院 USR 計畫, 

11009 .-- 30 面; 18X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568-98-5 (精裝)  

帕容卡生了一個蛋 /茱莉 .帕契琦絲

(Julie Paschkis)文.圖; 何萬順譯 .-- 臺

中市 : 暢談國際文化, 11011 .-- 37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0-03-5 (精

裝附光碟片)  

河馬媽媽分鬆餅/梁雅怡作; 阿喵繪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44-1 

(EPUB)  

花草對對碰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63-8 (平裝)  

狐狸與樹/陳彥伶作.繪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38-445-8 (EPUB)  

兒童哲學好好玩: 和孩子一起讀童話、

玩手作的 50 個思辨小遊戲/芬妮.布

里雍(Fanny Bourrillon), 安姬.嘉德亞

(Angie Gadea)著; 張喬玟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商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8-028-4 (EPUB)  

兒童情緒繪本套書/張羽彤, 鄭令, 豪

小喵, 小千, 周柏俊, 高凌華, 王淑華
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33-64-7 (全套:精裝) 

NT$2880  

披著獅皮的驢子/伊索原著 .-- 新北

市 : 人類, 11011 .-- 36 面; 23X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79-1 (平裝) 

NT$100  

兒歌: 一什麼一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

作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0-8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一去二三里/周逸芬主編; 陳中

申作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1-5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小白兔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3-9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小皮球兒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

作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4-6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小老鼠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5-4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小姐 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5-3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大拇哥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2-2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小板凳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6-1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小便的故事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6-0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小蝌蚪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7-7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大頭 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4-7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水果們的晚會/楊煥詞; 陳中申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9-1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五指歌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38-4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外婆橋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0-7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打電話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1-4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小跟班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2-1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不想畫畫/周逸芬詞; 鍾季

霑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3-8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片頭曲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0-9 (EPUB)  

兒歌: 米米去露營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1-6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吸奶嘴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4-5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坐馬桶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5-2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玩收拾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6-9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遇見書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8-3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愛模仿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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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7-6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米米說不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49-0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江南 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7-8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吹牛歌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50-6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弟弟找媽媽/周逸芬詞; 鍾季霑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51-3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雨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曲 .-- 

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23-0 

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春天在那兒呀/楊煥詞; 陳中申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53-7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城門 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52-0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家/楊煥詞; 陳中申曲 .-- 初版 .-

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55-1 (EPUB) 

NT$120  

兒歌: 夏夜/楊煥詞; 陳中申曲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57-54-4 

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牽牛花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9-2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荷花幾月開/周逸芬主編; 陳中

申作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8-5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彩虹之上/周逸芬主編; 陳柏儒

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22-3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排排坐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62-9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瓶碰盆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61-2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絲瓜 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60-5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數字歌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59-9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數青蛙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58-2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螢火蟲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57-5 (EPUB) NT$120  

兒歌: 蟲蟲飛/周逸芬主編; 陳中申作

曲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56-8 (EPUB) NT$120  

怪獸牙醫診所. 1, 牙齒逃跑了!拯救

牙齒與壞習慣/金載城著; 白明植繪; 

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

活文創, 11012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5-42-1 (精裝)  

哇!開花了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

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79-9 (平裝)  

哇,不見了!/松谷美代子文; 瀨川康男

圖; 康冬誼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麥克, 11011 .-- 24 面; 18X2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03-911-3 (精裝)  

孩子的奇思異想世界: 超人氣繪本套

書/陳嘉芬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水滴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38-02-4 (全套:精裝) NT$669  

建 立 生 活 規 範 的 好 習 慣 童 話

/Naneunbook 編輯部; 陳馨祈翻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12 .-- 

5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

702-1 (精裝)  

紅豆粥婆婆被老虎吃掉了嗎?/朴潤

圭改編; 白希那圖; 蘇懿禎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011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404-

9 (精裝)  

美味的食物= Delicious food/小牛津編

輯團隊文; 鄭妍榆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0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6-4-8 (平

裝)  

美味的祕密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78-2 (平裝)  

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/路易斯.薩奇爾

(Louis Sachar)文; 趙永芬譯; 毛利繪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23-3 

(PDF)  

娃要回家/陳紹翔文字.繪圖 .-- 嘉義

縣 : 嘉縣府, 11010 .-- 25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88-6 (精裝)  

前面在推什麼啊?/張英珉文; 貓魚(蔣

孟芸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
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089-1 (EPUB)  

洞洞國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36
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

958-4 (平裝)  

是誰在冰箱啊?/里恩太太圖.文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2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04-2 (精

裝) NT$320  

洗澡啦!/松谷美代子文; 岩崎知弘圖; 

康冬誼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麥克, 11011 .-- 24 面; 20X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03-910-6 (精裝)  

海上海下: 海洋教育遊戲本/涂卉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大文

創系, 11010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499-24-8 ( 精 裝 ) 

NT$450  

夏天,你好!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

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70-6 (平裝)  

夏日狂歡節/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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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

980-5 (平裝)  

夏日嘉年華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72-0 (平裝)  

站好、拉好!不跌倒/陶綺彤文; 橘子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 , 

11010 .-- 3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56-20-4 (精裝) NT$300  

起床囉!/陶樂蒂文.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5-095-2 (EPUB)  

病毒的祕密日記/莉莉.拉洪潔文.圖; 

張孟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3-22-6 (EPUB)  

書桌和文具,怎麼活用才好呢?/李高

銀文.圖; 林玗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魯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33-2 (PDF)  

書帶著我飛行世界/羅西奧.伯尼拉作.

繪圖; 林資香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人類, 11010 .-- 40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3-87-6 (精裝)  

納森之歌/莉達.舒伯特(Leda Schubert)

文; 瑪雅.伊許-夏龍(Maya Ish-Shalom)

圖; 謝雯伃譯 .-- 臺中市 : 暢談國際文

化, 11011 .-- 3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0-09-7 (精裝附光碟片)  

從天上到地下的精采世界: 大自然裡

有 什 麼 /Irena Trevisan 作 ; Valentina 

Manussato 插圖; 何妍萱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1 .-- 10 面; 3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24-3 (精裝) 

NT$499  

從天上到地下的精采世界: 古文明世

界裡有什麼 /Valentina Bonaguro 作 ; 

Valentina Manussato 插圖; 何妍萱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1 .-

- 10 面; 3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

23-6 (精裝) NT$499  

從天上到地下的精采世界: 城市裡有

什麼/Ester Tomè 作; Alberto Borgo 插

圖; 何妍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
流文創, 11011 .-- 10 面; 3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25-0 ( 精 裝 ) 

NT$499  

從天上到地下的精采世界: 恐龍和古

生物的世界裡有什麼/Ester Tomè 作; 

Valentina Manussato 插圖; 何妍萱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1 .-

- 10 面; 3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

22-9 (精裝) NT$499  

偷空遊戲/蘇善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少年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66-0-5 (EPUB)  

彩虹谷的雲怪獸/王宇清作; 邱惟繪 .-

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70-1 (PDF)  

彩虹谷的雲怪獸/王宇清作; 邱惟繪 .-

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75-6 (EPUB)  

教室裡有鬼: 副衛生股長是骯髒鬼?/

李光福作; 王秋香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東方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38-446-5 (EPUB)  

啟發孩子的小故事/白靜繪圖; 小紅

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33-71-

5 (全套:精裝附光碟片) NT$800  

培 養 良 好 品 格 的 成 長 童 話

/Naneunbook 編輯部作; 陳馨祈翻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12 .-

- 5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

703-8 (精裝)  

超人氣小雞幸福大書包/工藤紀子文.

圖; 劉握瑜, 劉康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小魯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32-5 (全套:精裝)  

開口問吧!/索尼婭.索托馬約爾(Sonia 

Sotomayor)文; 拉菲爾.羅佩茲(Rafael 

Lopez)圖; 柯倩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維京國際, 11011 .-- 32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406-3 (精裝)  

渾沌/夢枕貘文; 馬世儀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54-3 (EPUB)  

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/笑江南編
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 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766-

2 (全套:平裝) NT$400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妙語連珠

成語漫畫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491-767-9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491-768-6 (第

2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491-769-3 (第 3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491-770-9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491-771-6 (第

5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491-772-3 (第 6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491-773-0 (第 7 冊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491-774-7 (第

8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491-775-4 (第 9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491-776-1 (第 10 冊:平
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491-777-

8 (第 11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

986-491-778-5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491-779-2 (第

13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491-780-8 (第 14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491-781-5 (第 15 冊:平
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491-782-

2 (第 16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

986-491-783-9 (全套:平裝)  

象爸的背影: 踏上旅行的日子/秋元

康著; 城井文圖; 陳瀅如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92-1 (EPUB)  

發明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 

D1= Invento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
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1011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5-949-2 (平裝)  

發明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 

D2= Invento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
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1011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5-950-8 (平裝)  

飲食文化知識通/管家琪文; 尤淑瑜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9-245-9 

(PDF)  

棒球人生賽 6th/蠢羊編繪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88-6 (PDF)  

棒球人生賽 6th/蠢羊編繪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89-3 (平

裝) NT$330  

棒球人生賽 6th/蠢羊編繪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91-6 (EPUB)  

創造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 

F1= Mak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11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51-5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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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 

F2= Mak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
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11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52-2 (平裝)  

黑琵來過冬: 台江公園與黑面琵鷺生

態展示館/周芊妤, 呂庭妤作 .-- 臺南

市 : 南市環保局, 11010 .-- 1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41-6 (精裝)  

跑跑電力超人= Power man/翻翻文化

工作室圖.文 .-- 臺中市 : 中市環保局, 

11009 .-- 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1-32-5 (平裝)  

童話貼貼樂/圖鑑文化編輯部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33-70-8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224  

童 話 數 一 數 / 麥 克 . 布 朗 洛 (Mike 

Brownlow) 作 ; 賽 門 . 瑞 克 帝 (Simon 

Rickerty)繪; 林宛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07-579-8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960  

童話數一數: 十位小公主去舞會/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, 賽門.

瑞 克 帝 (Simon Rickerty) 繪 ; 林 宛 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53-8 (PDF)  

童話數一數: 十位小公主去舞會/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, 賽門.

瑞 克 帝 (Simon Rickerty) 繪 ; 林 宛 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61-3 (EPUB)  

童話數一數: 十個小海盜去冒險/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, 賽門.

瑞 克 帝 (Simon Rickerty) 繪 ; 林 宛 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54-5 (PDF)  

童話數一數: 十個小海盜去冒險/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, 賽門.

瑞 克 帝 (Simon Rickerty) 繪 ; 林 宛 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62-0 (EPUB)  

童話數一數: 十隻小恐龍去探險/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, 賽門.

瑞 克 帝 (Simon Rickerty) 繪 ; 林 宛 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55-2 (PDF)  

童話數一數: 十隻小恐龍去探險/麥

克.布朗洛(Mike Brownlow)作, 賽門.

瑞 克 帝 (Simon Rickerty) 繪 ; 林 宛 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63-7 (EPUB)  

*就算不完美,妳還是我最愛的媽媽/

尹汝林(윤여림)文; 李美靜(이미정)

圖; 黃子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穎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0-46-0 (PDF)  

喀嚓!喀嚓!遊戲書(成長版)/田泱泱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

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04-8 (平裝)  

喀嚓!喀嚓!遊戲書(快樂版)/張晞晞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

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03-1 (平裝)  

喀嚓!喀嚓!遊戲書(學習版)/張恩榕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9 .-- 

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205-5 (平裝)  

愛在高雄/曾德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祥峰文化創意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4080-8-1 (PDF) 

NT$90  

跟我一起玩= Come play with me/小牛

津編輯團隊文; 鄭妍榆圖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0 .-- 

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6-

8-6 (平裝)  

跟我去旅行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82-9 (平裝)  

會走路的人/林良著; 薛慧瑩繪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語日報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51-885-9 

(EPUB)  

想飛的烏龜/伊索原著 .-- 新北市 : 人

類, 11011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3-83-8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葛 洛 麗 亞 的 粥 / 伊 莉 莎 白 . 雷 德

(Elizabeth Laird)文 ; 托比 .紐森 (Toby 

Newsome)圖; 謝靜雯譯 .-- 臺中市 : 暢

談國際文化, 11011 .-- 36 面; 27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30-08-0 (精裝附光

碟片)  

感恩之門= The Thanksgiving door/黛

比.艾威爾(Debby Atwell)作.繪; 劉清

彥 譯  .-- 二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道 聲 , 

11010 .-- 32 面; 22X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0-384-6 (精裝)  

愚笨的樵夫/李美麗文; 蔣二毛圖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

11010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16-2-4 (平裝)  

塞勒斯坦/博格(Pog)文; 巴蒂斯汀.梅

桑哲(Baptistine Mesange)圖; 張雅婷中

譯; 史培德(Pierre-Alexandre Sicart)英

譯 .-- 臺中市 : 暢談國際文化, 11011 .-

- 3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0-

02-8 (精裝附光碟片)  

愛偷懶的小麻雀/李美麗文; 蔣二毛
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

化, 11010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459-9-1 (平裝)  

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: 長不高大人晏

嬰秀機智/王文華作; 凌嘉陽朗讀 .-- 

新北市 : 小熊, 11009 .-- 約 64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03-3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320  

圓圓國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36
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

960-7 (平裝)  

種子發芽了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59-1 (平裝)  

敲打夢想的女孩: 一個女孩的勇氣改

變了音樂/馬格麗塔.因格文; 拉菲爾.

羅佩茲圖; 馬筱鳳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09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02-5 (精裝) 

NT$300  

對抗病毒不能輸: 即刻出動!元氣超

人防衛隊 /上田滋子文 .圖 ; 李彥樺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96-4 

(PDF)  

對抗病毒不能輸: 即刻出動!元氣超

人防衛隊 /上田滋子文 .圖 ; 李彥樺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97-1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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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家琪私房作文秘笈/管家琪著; 吳

嘉鴻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

企業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6885-6-6 (全套:平裝) NT$640  

管家琪暖心成長小說套書/管家琪著; 

劉婷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

企業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6885-5-9 (全套:平裝) NT$1208  

圖書館裡的祕密: 建築大師安藤忠雄

的首度繪本創作/安藤忠雄文; 秦好

史郎圖; 李昀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, 110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658-652-1 ( 精 裝 ) 

NT$450  

瑪雅的舞臺/伊莎貝爾.阿瑟諾作; 黃

筱茵譯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72-5 

(PDF)  

瑪雅的舞臺/伊莎貝爾.阿瑟諾作; 黃

筱茵譯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77-0 

(EPUB)  

實踐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 

B1= Do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輯
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09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47-8 (平裝)  

實踐家搭建與編程系列(學生手冊). 

B2= Doer(student book)/康軒幼教編輯
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11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48-5 (平裝)  

認識交通工具= Transportation/小牛津

編輯團隊文; 鄭妍榆圖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0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6-7-

9 (平裝)  

熱血!水男孩. 1: 奮泳向前!無懼的狗

爬式泳者/山村獎著; 黃薇嬪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13-2 (PDF)  

熱血!水男孩. 1: 奮泳向前!無懼的狗

爬式泳者/山村獎著; 凸野高秀繪; 黃

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小熊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14-9 (EPUB)  

嘰哩咕嚕話三國: 歇後語一點就通/

賴惠鳳文; 葉祐嘉圖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90-4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580  

誰喜歡吃紅蘿蔔?/瀨名惠子文.圖; 黃

克文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

克, 11011 .-- 24 面; 16X1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03-913-7 (精裝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來自監獄的枕邊故事

/周逸芬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370-4-5 

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家長進班說故事/周

逸芬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版 .-

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3-0-5 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稀世之珍 百年前台

灣國寶信天翁/周逸芬主編; 和英出

版社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370-2-1 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雲林楓樹湖 500 歲老

樹/周逸芬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

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0-3-8 

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愛上圖書館/周逸芬

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70-5-2 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愛在偏鄉/周逸芬主

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竹

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70-6-9 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新住民媽媽說故事/

周逸芬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73-2-9 

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爺爺奶奶說故事/周

逸芬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版 .-

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3-1-2 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親近自然讀書營/周

逸芬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版 .-

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3-3-6 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雙視繪本/周逸芬主

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竹

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70-9-0 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繪本與兒童性侵害防

治/周逸芬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

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0-8-3 

(EPUB)  

閱讀無所不在: 繪本與融合教育/周

逸芬主編; 和英出版社文圖 .-- 初版 .-

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0-7-6 (EPUB)  

餐具好夥伴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64-5 (平裝)  

龜兔賽跑/伊索原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11 .-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3-76-0 (平裝) NT$100  

學校好好玩= School is fun/小牛津編

輯團隊文; 鄭妍榆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0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6-5-5 (平

裝)  

樹旅館 . 2, 最棒的禮物 /凱莉 .喬治

(Kallie George)作; 史蒂芬妮 .葛瑞金

(Stephanie Graegin)繪; 黃筱茵譯 .-- 新

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71-8 (PDF)  

樹旅館 . 2, 最棒的禮物 /凱莉 .喬治

(Kallie George)作; 史蒂芬妮 .葛瑞金

(Stephanie Graegin)繪; 黃筱茵譯 .-- 新

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76-3 (EPUB)  

樹旅館 . 3, 友情的考驗 /凱莉 .喬治

(Kallie George)作; 史蒂芬妮 .葛瑞金

(Stephanie Graegin)繪; 黃筱茵譯 .-- 新

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78-7 (PDF)  

樹旅館 . 3, 友情的考驗 /凱莉 .喬治

(Kallie George)作; 史蒂芬妮 .葛瑞金

(Stephanie Graegin)繪; 黃筱茵譯 .-- 新

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79-4 (EPUB)  

激 發 無 限 想 像 的 世 界 童 話

/Naneunbook 編輯部作; 陳馨祈翻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12 .-

- 5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

700-7 (精裝)  

機關偵探團. 1, 送茶人偶之謎/藤江

純作; 三木謙次繪; 吳怡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52-1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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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偵探團. 1, 送茶人偶之謎/藤江

純作; 三木謙次繪; 吳怡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07-560-6 

(EPUB)  

錯覺偵探團. 3, 謎樣的影子/藤江純

作; 吉竹伸介繪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50-7 (PDF)  

錯覺偵探團. 3, 謎樣的影子/藤江純

作; 吉竹伸介繪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58-3 (EPUB)  

爵士音樂陪我過聖誕/艾蜜莉.柯列作; 

奧荷莉.吉勒瑞繪圖; 李旻諭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1 .-- 12

面; 16X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

26-7 (精裝) NT$500  

*擠不進故事書裡的長頸鹿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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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0-47-7 (PDF)  

環保小達人 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77-5 (平裝)  

糟糕壞小孩: 氣嘟嘟/大衛.威廉(David 

Walliams)著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繪; 

郭庭瑄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82-6 

(EPUB)  

繪本探索書: 爸爸陪我玩/曹華執行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, 11011 .-- 

28 面; 24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4-89-8 (平裝)  

繪本探索書: 爺爺的魔法色紙/曹華

執行編輯  .-- 臺北市  : 華人國際 , 

11011 .-- 28 面; 24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4-90-4 (平裝)  

難道這就是我的「塑」命?/余倖霈

文 . 圖  .-- 臺 中 市  : 中 市 環 保 局 , 

11009 .-- 23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35-6 (平裝)  

蘋果甜蜜蜜/陳盈帆圖.文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44 面; 23X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36-8 (精裝) 

NT$320  

寶特瓶 3 兄弟/胡霈予, 胡宇莘, 胡霆

允, 胡喻媖作 .-- 臺南市 : 南市環保局, 

11010 .-- 1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87-44-7 (精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-遊戲書. 10: 清涼一

夏 ( 簡 體 字 版 )/chief editor Lillian 

Teng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40-8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-遊戲書. 11: 涼爽的

秋 天 ( 簡 體 字 版 )/chief editor Lillian 

Teng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41-5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-遊戲書. 12: 歡喜過

冬 ( 簡 體 字 版 )/chief editor Lillian 

Teng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42-2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-遊戲書. 7: 聲音好

好 玩 ( 簡 體 字 版 )/chief editor Lillian 

Teng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37-8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-遊戲書. 8: 大海星

繽 樂 ( 簡 體 字 版 )/chief editor Lillian 

Teng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38-5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-遊戲書. 9: 溫暖的

春 天 ( 簡 體 字 版 )/chief editor Lillian 

Teng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52-639-2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. 10: 清涼一夏(簡體

字版 )/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.-- 1st 

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52-

634-7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. 11: 涼爽的秋天(簡

體字版)/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.-- 1st 

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52-

635-4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. 12: 歡喜過冬(簡體

字版 )/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.-- 1st 

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52-

636-1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. 7: 聲音好好玩(簡

體字版)/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.-- 1st 

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52-

631-6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. 8: 大海星繽樂(簡

體字版)/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.-- 1st 

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52-

632-3 (平裝)  

寶寶的探索世界. 9: 溫暖的春天(簡

體字版)/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.-- 1st 

ed. .-- 新北市 : 元將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52-

633-0 (平裝)  

寶寶認知黏貼書: 蔬菜水果/人類文

化編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10 .-

- 1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73-9 (平裝) NT$250  

魔 法 灰 姑 娘 / 蓋 兒 . 卡 森 . 樂 文 (Gail 

Carson Levine)作; 趙永芬譯 .-- 三版 .-

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39-4 (EPUB)  

魔法的秋天/崔麗君文.圖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17-7 (PDF)  

魔法的秋天/崔麗君文.圖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27-6 (EPUB)  

聽見風的時候閉上眼/吳柏賢圖.文 .-- 

初版 .-- 彰化縣 : 藝樂肆貳行, 11010 .-

- 39 面; 3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26-2-1 (精裝) NT$450  

歡迎光臨企鵝餐廳/飆飆先生文.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21-5 

(EPUB)  

歡迎光臨便利店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1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5-957-7 (平裝)  

歡迎來我家!世界上最奇妙的 10 種住

家/辛妮.托普(Signe Torp)文.圖; 黃茉

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 

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62-717-9 (精裝) NT$380  

鹽的魔法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

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5-965-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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鱷魚愛上長頸鹿. 6, 媽媽的驚喜之旅

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80-4 (PDF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6, 媽媽的驚喜之旅

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84-2 (EPUB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6, 媽媽的驚喜之旅

= Krokodil,Giraffe und die große 

Überraschung/達妮拉 .庫洛特(Daniela 

Kulot)作.繪; 林硯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4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49-1 (精裝) 

NT$320  

小老鼠別鬧了 !/粘忘凡作 ; 孫心瑜
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38-440-3 (EPUB)  

小鱷魚別氣了 !/粘忘凡作 ; 孫心瑜
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38-441-0 (EPUB)  

你不知道你很棒嗎?/呂行作; 林柏廷
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38-443-4 (EPUB)  

叩叩叩!我可以進來嗎?/粘忘凡作; 孫

心瑜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38-442-7 (EPUB)  

漫畫書 

2.5 次元的誘惑. 3/橋本悠作; 李俊銘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25-4 (EPUB)  

23:45 Re;/緒花作; shin 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763-6 (EPUB)  

24 區的花子小姐. 1/吉富昭仁作; 賴

詠新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924-7 

(EPUB)  

33 歲的爸爸被發情期的兒子逼著交

配!?/サンチェ作; 青文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878-3 (EPUB)  

BEASTARS. 22/板垣巴留作; 尤靜慧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06-7 (EPUB)  

BLANCA/谷口治郎作; 章澤儀譯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04-937-6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4-938-3 (第 2

冊:平裝)  

BORUTO: NARUTO NEXT 

GENERATIONS-火影新世代/岸本斉

史原作.監修; 池本幹雄漫畫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6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38-1 (第

15 冊:平裝) NT$100  

DEMON TUNE 魔鬼音律. 2/小玉有起

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6032-9 (PDF)  

DEMON TUNE 魔鬼音律. 2/小玉有起

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6036-7 (EPUB)  

DEMON TUNE 魔鬼音律. 3/小玉有起

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6035-0 (PDF)  

DEMON TUNE 魔鬼音律. 3/小玉有起

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6037-4 (EPUB)  

EDENS ZERO 伊甸星原/真島浩作; 吳

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42-

8 (第 17 冊:平裝) NT$100  

EDENS ZERO 伊甸星原. 14/真島浩作; 
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64-3 

(EPUB)  

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. 8/

真島浩原作; 上田敦夫漫畫; 吳勵誠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98-5 (EPUB)  

Fate/Grand Order-mortalis:stella: 剎 那

星辰/TYPE-MOON 原作; 白峰漫畫; 

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17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08-4 (第 3 冊:平裝) NT$105  

Fate/Grand Order: 真實之旅. 6/TYPE-

MOON 原作 ; 川口毅漫畫 ; 賴韋先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15-9 (EPUB)  

Helter Skelter 惡女羅曼死/岡崎京子

著; 謝仲其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

譜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25-6 (PDF)  

Helter Skelter 惡女羅曼死: 蜷川實花

同名電影改編原著= ヘルタースケ

ルター/岡崎京子著; 謝仲其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1 .-- 31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29-4 (平

裝) NT$350  

HOW TO BREED: 火熱孕育計畫/日

野雄飛作; 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50-3 (平裝) NT$140  

H 事業部營業課/志摩京佑原作; 陳欣

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0 .-- 22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41-3 (平裝)  

imaginary 想像小劇場/幾花丹色作; 

陳瑞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60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JK 虛擬偶像祕密實況 PLAY/秋空も

みぢ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

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

12-6 (平裝) NT$230  

JOJO 的奇妙冒險 PART 8 JOJO Lion/

荒木飛呂彥作; 杜信彰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39-8 ( 第 27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 

K-登山者/遠崎史郎原作; 谷口治郎

漫畫; 章澤儀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1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918-5 (平裝)  

Kiss.and.Night/羽純ハナ作 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22-0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7823-7 (第

2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

26-7837-4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

NT$220  

LOVE & HATE/高城リョウ作; 趙秋
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55-

8 (平裝) NT$140  

Marble 美味關係/川唯東子作; 張芳馨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388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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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54-1 (平

裝) NT$200  

MILK TEA/熊猫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773-5 (EPUB)  

NEW GAME!. 10/得能正太郎作; 方郁
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96-1 (EPUB)  

NIGHT OF THE LIVING CAT 貓群佔

領之夜/ホークマン原作; メカルー

ツ作畫; 謝子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18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45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OFF META 非典型玩家. 1/鮭&鯊作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10-7 (EPUB)  

OL 蔡桃桂/RIVER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11 .-- 13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52-9 (第 4 冊:

平裝)  

SHY 靦腆英雄/実樹ぶきみ作; 沈嘉

瑋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68-1 (第 4 冊:平裝)  

STEINS;GATE 命運石之門. 2/MAGES, 

Chiyo St. Inc.原作; 姫乃タカ漫畫; 冰

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77-3 (EPUB)  

Sweet home/金坎比文字 ; 黃英璨圖

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244-

6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

245-3 (第 12 冊:平裝)  

TS 朗君的性生活. 5/konomi 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4-74-3 (PDF)  

TS 朗君的性生活. 5/konomi 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4-86-6 (EPUB)  

T 子%%走. 1/穀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塊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7-51-2 (EPUB)  

UQ HOLDER!悠久持有者!. 25/赤松

健作; 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08-1 (EPUB)  

W 雙面情聖. 1/葉月京作; 謝雅玲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18-3 (PDF)  

W 雙面情聖. 1/葉月京作; 謝雅玲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024-4 

(EPUB)  

ZAHN 薩恩的宇宙日常/二毛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17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71-

7 (平裝)  

Ω 誘餌計畫 : 潛入搜查之夜 /tapon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21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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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983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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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01-5 (EPUB)  

十二支色戀草子: 蜜月之章. 2/待緒

イサミ作; 小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898-0 (EPUB)  

入住第一天立即插入!「房東的小穴

已經濕了哦...?」/白石ガッタ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26-1 (EPUB)  

入夜之後的我. 1/益子悠原作; 一✕

漫畫; yoshik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27-8 (EPUB)  

人類大歷史: 知識漫畫. 2, 文明支柱/

哈拉瑞(Yuval Noah Harari), 范德穆倫

(David Vandermeulen)合著, 卡薩納夫

(Daniel Casanave)繪圖; 林俊宏, 顏志

翔合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
下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37-0 (PDF)  

人類大歷史: 知識漫畫. 2, 文明支柱/

哈拉瑞(Yuval Noah Harari), 范德穆倫

(David Vandermeulen)合著, 卡薩納夫

(Daniel Casanave)繪圖; 林俊宏, 顏志

翔合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
下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39-4 (EPUB)  

工作細胞. 6/清水茜作; 張紹仁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13-5 (EPUB)  

工作細胞白血球/清水茜監修; 蟹江

鉄史漫畫; 謝子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847-

3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48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  

女朋友 and 女朋友/ヒロユキ作; 林志
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793-3 (第 5 冊:平裝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794-0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-

26-7795-7 (第 7 冊:平裝) NT$100  
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
好/三嶋与夢原作; 潮里潤作; 王啟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980-3 (第 5 冊:平裝)  

小林家的龍女僕: 露可亞是我的 xx. 

1/クール教信者原作; 歌麿漫畫; 洪

兆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48-3 (EPUB)  

大叔與貓/桜井海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64-0 (第 8 冊:平裝) 

NT$140  

上班族的育兒日常 /南条つぐみ作; 

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94-7 

(EPUB)  

*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. 2/前屋進作; 

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53-5 (PDF)  

*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. 2/前屋進作; 

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68-9 (EPUB)  

大貓族 再見廟東/林盈縈作 .-- 臺中

市 : 林盈縈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306-0 (PDF)  

大貓族再見廟東/林盈縈作 .-- 臺中

市 : 林盈縈, 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14-5 (平裝)  

今 日 、 請 了 特 休 / 倫 敦 巴 里 子 作 ; 

midor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79-0 

(EPUB)  

不只是隔壁鄰居犬井先生。: 年下男

子的性慾開啟時刻有夠難懂啊!/堂森

あじ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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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299-0 (EPUB)  
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. 2/四つ葉ね

こ作; 黃品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23-0 (EPUB)  

化成泡沫消失的童話 /じゃのめ作; 
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29-9 (平裝) NT$140  

少年的初戀是美少女♂。/小林キナ

作; 倪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2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72-8 (第 3 冊:平裝)  

少年的境界 . 3/akabeko 作 ; 劉維容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79-7 (EPUB)  

天兵少女の四國遍路物語= Juunn in 

Shikoku/紅唇 Juun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飛柏創意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3-1-3 (平裝) 

NT$520  

不完美也沒關係/うり作; 江昱霖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93-0 (EPUB)  

天空色檸檬和迷路的貓. 2/里中実華

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993-4 (PDF)  

天空色檸檬和迷路的貓. 2/里中実華

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6006-0 (EPUB)  

天空色檸檬和迷路的貓. 3/里中実華

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5994-1 (PDF)  

天空色檸檬和迷路的貓. 3/里中実華

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6007-7 (EPUB)  

夫妻甜蜜物語. 79/克.亜樹作; 捲毛太

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80-6 (EPUB)  

文武雙全/小跳步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0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788-9 (第 3 冊:平裝)  

不要欺負我 ,長瀞同學 . 9/NANASHI

作 ; 季 上 元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12-8 (EPUB)  

片桐!妳擋住巨乳了!/TALI 作; 楊采

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177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59-5 (第 3 冊:平裝)  

反差萌爸爸/泡沫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27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 .-

- ISBN 978-957-26-7949-4 (第 1 冊:平

裝首刷限定版) NT$220  

今晚、我想要來點肌肉配猛男: 整體

師的指技出神入化好銷魂!?/佐久間

ハルコ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17-1 (EPUB)  

水蛇神夜詠. 2/雷雷子作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11-4 (EPUB)  

中華小廚師!極. 9/小川悅司作; 陳姿
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07-4 (EPUB)  

五等分的新娘(全彩版). 6/春場葱作; 

賴瑞琴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95-4 

(EPUB)  
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. 29/樋口朝作; 

623 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989-7 (PDF)  
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. 29/樋口朝作; 

623 譯 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10-7 (EPUB)  

不當哥哥了!. 3/ねことうふ作; 刻托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99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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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90-0 (第 8 冊:平裝)  

勿說是推理. 7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22-3 (EPUB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1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3-99-6 (PDF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1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00-6 (EPUB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2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3-98-9 (PDF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2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01-3 (EPUB)  

王領騎士/銀甫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835-

0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36-7 (第 6 冊:精裝首刷附錄版)  

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/七野りく原作; 

無糖党漫畫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1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49-7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40  

牙醫生,我硬起來了!/山崎將作; 秦不

虫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0-6 (PDF)  

牙醫生,我硬起來了!/山崎將作; 秦不

虫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6-8 (EPUB)  

幼女 Life!/あまー作; 陳律吟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6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75-2 (第

1 冊:平裝)  

幼女 Life!. 1/あまー作; 陳律吟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20-9 (EPUB)  

本大爺是魔女. 1/赤尾でこ原作; ウ

ラミユキ漫畫; 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28-5 (EPUB)  

本大爺是魔女. 2/赤尾でこ原作; ウ

ラミユキ漫畫; 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29-2 (EPUB)  

功夫旋風兒(愛藏版). 9/蛭田達也作; 

冰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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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776-6 

(EPUB)  

凹凸魔女的親子日常/ピロヤ作; 蒼

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15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62-5 (第 1 冊:平裝)  

平行天堂. 7/岡本倫作; 賴韋先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768-1 (EPUB)  

囚困於初戀中/研井カスタム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09-6 (EPUB)  

兄弟遊戲. 2/安斎花凜作; 趙秋鳳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05-0 (EPUB)  

巨 乳 放 蕩 妹 妹 太 色 情 了 , 哥 哥 已

經...!!/一宮夕羽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1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02-7 (平裝) NT$280  

母乳醬想要噴出來。. 總集篇. 1/ひ

つじたか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4-76-7 (PDF)  

*母乳醬想要噴出來。. 總集篇. 1/ひ

つじたか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4-88-0 (EPUB)  

世界一初戀: 小野寺律的情況/中村

春菊作; 帽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4-968-7 (第 15 冊:平

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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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4-75-0 (PDF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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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4-87-3 (EPUB)  

出租女友 . 18/宮島禮吏作 ; 蔡夢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67-4 (EPUB)  

出租女友 . 19/宮島禮吏作 ; 蔡夢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04-3 (EPUB)  

四個初夏的藍天: 虎尾眷村今生/陳

小雅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白文化, 

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54-2-5 (平裝) NT$280  

白無垢的隱祕之事/Izumi Hiroe 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52-0 (EPUB)  

四葉妹妹!/あずまきよひこ作; 咖比

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25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53-3 (第 15 冊:平裝)  

可愛過頭大危機. 2/城戸みつる作; 

林香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21-6 

(EPUB)  

北歐貴族與猛禽妻子的雪國狩獵生

活. 1/江本マシメサ原作; 白樺鹿夜

漫畫; 黎維津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09-4 (EPUB)  

白爛貓 6 週年紀念書/麻糬爸(林昱辰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那條魚國際, 

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651-2-5 (平裝) NT$330  

古 靈 精 怪 ORANGE☆ROAD( 典 藏

版)/松本泉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

197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98-6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16-199-3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00-6 (第 4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16-201-3 (第 5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202-0 (第 6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203-7 (第 7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204-4 

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

205-1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06-8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07-5 (全套:平裝)  

年下上司有著巨根大人!插得好深...

已經回不去了!/春宮ぱんだ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295-2 (EPUB)  

年下小男友/とりよし漫畫; 楊采儒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66-3 (第 3 冊:平裝)  

年下小男友理智喪失中 /墨リンダ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07-2 (EPUB)  

在下仰慕的少主!/斑まだ作; 陳冠樺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66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62-6 (平

裝) NT$140  

地下護衛 UnderSecurityPolice RE/サ

ジ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

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

11-9 (平裝) NT$210  

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. 4/真木蛍五

作 ; 游 非 凡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781-0 (EPUB)  

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. 5/真木蛍五

作 ; 游 非 凡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03-6 (EPUB)  

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. 3/下條水月作; 
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881-3 

(EPUB)  

再次璀璨的銀座夜晚/ウノハナ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05-8 (EPUB)  

在 那 之 後 的 兩 人 / 富 士 山 豹 太 作 ; 

Sherry 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899-7 (EPUB)  

宅男打籃球= The underdogs/洪元建編

繪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原 動 力 , 

11010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9-00-5 (第 18 冊:平裝) NT$180  

各位戀愛中的打工族們!/水野美波作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992-7 (PDF)  

各位戀愛中的打工族們!/水野美波作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08-4 (EPUB)  

宇宙兄弟. 33/小山宙哉作; 施凡譯 .-- 

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57-3 (PDF)  

宇宙兄弟. 33/小山宙哉作; 施凡譯 .-- 

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72-6 (EPUB)  

成為我口中的那個他. 1/毛魂一直線

作; 倪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30-8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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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為我口中的那個他. 2/毛魂一直線

作; 倪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31-5 (EPUB)  

成為我口中的那個他. 3/毛魂一直線

作; 倪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32-2 (EPUB)  

成為青梅竹馬的助手後,被要求做下

流的事/Tamago Suzumori 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53-7 (EPUB)  

老師,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!!/イガラ

シユイ作; 洪兆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874-5 (第 5 冊:平裝)  

老師,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!!. 5/イガ

ラシユイ作; 洪兆賢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882-0 (EPUB)  

老師,這樣不行啦!. 上/嘉島ちあき作; 

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19-7 

(EPUB)  

老師,這樣不行啦!. 下/嘉島ちあき作; 

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20-3 

(EPUB)  
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/INOUE 作; 李昆

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0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25-3 (第 10 冊:平裝)  
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9/INOUE 作; 李
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13-0 (EPUB)  

老師的提包/川上弘美原作; 谷口治

郎漫畫; 章澤儀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16-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17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色情 X 同化/あちゅむち作; 蘇奕軒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873-8 (第 1 冊:平裝)  

色情 X 同化. 1/あちゅむち作; 蘇奕

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83-7 (EPUB)  

宇崎學妹想要玩!/丈作; 徐劭曦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4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06-0 (第 7 冊:

平裝) NT$130  

回答我 answer me./三木原針作; 瓜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87-3 

(PDF)  

回答我 answer me./三木原針作; 瓜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05-3 

(EPUB)  

妄想學生會/氏家卜全作; 鄭啟旭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60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02-2 (第 21

冊:平裝) NT$100  

地獄/延尚昊作; 崔圭碩繪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56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380 .-

- ISBN 978-957-658-679-8 (第 2 冊:平

裝) NT$380  

艾 爾 先 生 的 私 公 仔 = Mr. Al's clay 

figure/艾爾先生作 .-- 宜蘭縣 : 張清龍, 

11011 .-- 9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61-9 (平裝) NT$450  

地獄樂: 解體新書/賀来友治作; Shion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20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53-4 (平

裝) NT$130  
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/りゅらせんひ

ろつぐ作; すえみつ ぢっか漫畫; 李

殷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1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79-7 (第 5 冊:平裝)  

色慾禁咒 Lust Geass/高橋脩作; 林星

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58-8 (第 5 冊:平裝)  

在魔王城說晚安/熊之股鍵次作; 蔡

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0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24-6 (第 15 冊:平裝)  

在魔王城說晚安. 14/熊之股鍵次作; 

蔡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12-3 (EPUB)  

死靈羅曼史. 1/堂本裕貴作; 何立心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33-9 

(EPUB)  

死靈羅曼史. 2/堂本裕貴作; 何立心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34-6 

(EPUB)  

把 JC 催眠來性教育/黒本君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8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00-3 (第

3 冊:平裝) NT$350  

私人 .秘書 /鳥海よう子作 ; 何硯鈴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86-8 (EPUB)  

我中了頭獎 7 億圓的 3 天/常倉三矢

作 ; 張 芳 馨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783-4 (EPUB)  

身 不 由 己 的 愛 戀 . 上 / 麻 生 海 作 ; 

KUMAK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05-5 (EPUB)  

身 不 由 己 的 愛 戀 . 下 / 麻 生 海 作 ; 

KUMAK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06-2 (EPUB)  

我可以喜歡哥哥的戀人嗎?/矢野わ

らび作; 陳靖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0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4-928-4 (平裝)  

我正在受鄰居的治療/七瀬作; 黃盈

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03-1 (EPUB)  

君主陛下沉溺於愛/秋山花緒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61-

9 (平裝) NT$140  

住在 1K 公寓的王子殿下 return home/

大和名瀬作; 流川昴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900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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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4-78-1 (PDF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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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4-90-3 (EPUB)  

我在夢的彼端,繼續擁抱你/宮越和草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19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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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伯同學在睡覺. 1/春原ロビンソン

原作; 小菊路よう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35-3 (EPUB)  

佐伯同學在睡覺. 2/春原ロビンソン

原作; 小菊路よう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36-0 (EPUB)  

佐伯同學在睡覺. 3/春原ロビンソン

原作; 小菊路よう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37-7 (EPUB)  

抗拒 α 另一個故事/奥田枠作; 澤野

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17-3 (EPUB)  

彷彿一家人. 1/麻生海作; KUMAKO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02-4 (EPUB)  

我的女友是老師/鏡遊原作; 孟倫, 星

河蟹漫畫; 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804-

6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05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  

妖怪仰慕的祟神/灰崎めじろ作; 謝

旻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0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27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*我的形狀/つくも号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4-77-4 (PDF)  

*我的形狀/つくも号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4-89-7 (EPUB)  

我的命定之人是種馬 Ω/あらた六花

作; midor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84-4 

(EPUB)  

肛門科醫生,對我的後面有意思!?. 新

婚篇/宇田マキ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55-1 (EPUB)  

妖怪調合者/許瑞峰[作]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25-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

26-7826-8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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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984-2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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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02-2 (EPUB)  

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/茉雪ゆえ原作; 

早瀬ジュン作; 飛飛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164 面; 1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70-0 (第 3

冊:平裝)  

我們真的學不來!. 20/筒井大志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769-8 

(EPUB)  

我被性癖怪異的男人盯上了。. 1/bov

作; 青文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85-1 

(EPUB)  

我竟然淪落到了,教天然系小說家如

何談戀愛的地步。/西塔なつ作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46-9 (EPUB)  

你發誓會誠心誠意愛我嗎?: 請收下

我的第一次/めんたいこ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06-5 (EPUB)  

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. 2/恵比須清

司原作; 成田コウ作畫; 江昱霖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780-3 (EPUB)  

角落小夥伴 解謎 BOOK/San-X 株式

會社作; 游若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978-6 (平裝)  

我嫁給了初戀的大哥哥/Jiji 作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54-4 (EPUB)  

我愛摺疊車/こんちき作; yoshiki 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94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72-

1 (第 1 冊:平裝)  

我愛摺疊車. 1/こんちき作 ; yoshiki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19-3 (EPUB)  

狂賭之淵(假)/河本ほむら原作.監修; 

川村拓作畫; 湯伊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3-871-4 (第 8 冊:平

裝)  

狂賭之淵(假). 8/河本ほむら原作.監

修; 川村拓作畫; 湯伊蘋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06-3 (EPUB)  

灼熱的儀來河內/田村隆平作; 蔡夢
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797-1 (第 3 冊:平裝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798-8 (第

4 冊:平裝) NT$100  

災難而不獲: 愛在合租/嶋二作; 謝旻

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04-8 (EPUB)  

別讓我心煩,副教授!/厘てく作; 謝旻

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01-7 (EPUB)  

奇子 /手塚治虫作; 章澤儀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0 .-- 24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26-

0 (第 3 冊:平裝)  

和丈夫的弟弟發生了肉體關係: 時隔

數週的性交讓我高潮不斷.../ma ッコ.

リーダー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47-6 

(EPUB)  

東方醉蝶華: 食蓮眾的醉與醒 /ZUN

原作; 水炊き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19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65-

6 (第 1 冊:平裝)  

青之驅魔師/加藤和惠作; 陳鈞然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274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68-

4 (第 26 冊:平裝)  

青之驅魔師. 26/加藤和惠作; 陳鈞然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17-9 (EPUB)  

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

事件簿. 7/天樹征丸, 金成陽三郎, 佐

藤文也原作; 船津紳平漫畫; 陳姿君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72-8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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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3/川野タニシ

作 ; 卓 敏 兒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887-5 (EPUB)  

來自深淵/つくしあきひと作; 伶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冊 .-



126 

 

- ISBN 978-626-303-966-7 (第 10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967-4 (第 10

冊:平裝特別版)  

姐姐,有保鮮膜擋著插入也可以吧?/

たかみやはいり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57-5 (EPUB)  

東京 MIDDLE 俱樂部. II/嶋二作; 王

薇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0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07-

7 (平裝) NT$140  

東京卍復仇者. 5/和久井健作; 林志
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71-1 (EPUB)  

直到妳的私處學會舒服為止: 大叔的

甜蜜極上技巧/Arikata 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65-0 (EPUB)  

怪物事變 /藍本松漫畫; 伶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92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70-7 (第

13 冊:平裝)  

怪物事變. 13/藍本松作; 伶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18-6 (EPUB)  

臥底威龍/高橋昇作; 林武三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0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40-

6 (第 56 冊:平裝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3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豬排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95-8 

(PDF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3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豬排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13-8 

(EPUB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4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豬排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96-5 

(PDF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4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豬排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14-5 

(EPUB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5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豬排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97-2 

(PDF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5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豬排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15-2 

(EPUB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6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鄭世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98-9 

(PDF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6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鄭世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16-9 

(EPUB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7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鄭世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99-6 

(PDF)  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7/天城

ケイ原作 ; 加藤吉江漫畫 ; 鄭世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17-6 

(EPUB)  

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/村田真優作; 

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195-5 (第 13 冊:平裝)  

狐琉皇画卷/ホン.トク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4-73-6 ( 平 裝 ) 

NT$330  

青 梅 竹 馬 不 知 為 何 不 高 興 /Asuke 

Himawar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64-3 

(EPUB)  

和異男前輩在出差旅館內愛到忘我/

イチ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

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

10-2 (平裝) NT$350  

咒術迴戰 . 15/芥見下々作 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65-0 (EPUB)  

居然光弄乳頭就高潮了...!: 讓狂妄正

妹也嬌喘連連的乳房占卜/杏流ゆい

と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58-2 (EPUB)  

非槍人生 NO GUNS LIFE/カラスマ

タスク作; 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867-7 (第 9 冊:平裝)  

非槍人生 NO GUNS LIFE. 9/カラス

マタスク作; 伶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16-2 (EPUB)  

*阿爾蒂. 12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

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55-9 (PDF)  

*阿爾蒂. 12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

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6-170-2 

(EPUB)  

放蕩的香氣/本庄りえ作; 呂郁青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16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69-

1 (平裝)  

放蕩的香氣/本庄りえ作; 呂郁青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888-2 (EPUB)  

所謂的戀愛就是要色香味俱全: 難搞

的上司與戀味癖部下 /吹田まふゆ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291-4 (EPUB)  

兔醫生和虎流氓. 2/本間アキラ作; 
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74-2 

(EPUB)  

怪獸 8 號. 2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82-8 (PDF)  

怪獸 8 號. 2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000-8 

(EPUB)  

初 戀 就是 遠距 離戀 愛會過 於 輕率

嗎?/Hiro Kaid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56-8 (EPUB)  

屍人莊殺人事件/今村昌弘原作; ミ

ヨカワ將漫畫; 何立心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208 面; 18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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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66-0 (第 1 冊:

平裝)  

屍人莊殺人事件. 1/今村昌弘原作; 

ミヨカワ将漫畫; 何立心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05-6 (EPUB)  

為了愛上春天/吳宇實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9-01-2 (EPUB)  

星之丘白金大樓 203 號室/会川フゥ

作 ; 鍾 明 秀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890-5 (EPUB)  

風之抄/谷口治郎漫畫; 林武三譯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23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39-

0 (平裝)  

炮友到男友的彆扭性關係/poni 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00-3 (EPUB)  

前太妹發誓要幸福花美男不許給我

跑 老娘保證說話算話不反悔!?/藤間

みお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303-4 (EPUB)  

恰如細語般的戀歌/竹鳩えく作; 小

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12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78-0 (第 4 冊:平裝)  

要我喜歡你實在太可笑了/里つばめ
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

192-4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93-1 (下冊:平裝)  

勇者大人的專屬侍從: 變成女生的我

被勇者瘋狂追求/砂糖いちご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18-8 (EPUB)  

指定出租男友/百瀬あん作; 加奈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30-5 (平裝) 

NT$140  

虐待我的爸爸終於死了/あらいぴろ

よ作; 林琬清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54-2 (PDF)  

虐待我的爸爸終於死了/あらいぴろ

よ作; 林琬清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69-6 (EPUB)  

拜託了,幫我脫。/川中康嗣作; 蘇聖

翔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1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865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拜託了,幫我脫。. 2/川中康嗣作; 蘇

聖翔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889-9 

(EPUB)  

流浪神差 . 23/安達渡嘉作 ; 林志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11-1 (EPUB)  

既然你都這麼說了我就抱你吧/にや

ま作; AKIRA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11 .-- 21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91-7 (平裝)  

穿越時空只為了聽你說你愛我/蜜野

この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22-5 (EPUB)  

星與砂. 上/夏川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避風港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99869-3-9 (PDF)  

前輩大人說的對/晴川シンタ作; 平

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189-4 (平裝)  

貞操逆轉世界. 2/天原原作; 万太郎

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04-9 (EPUB)  

為親愛的我致上殺意. 1/井龍一原作; 

伊藤翔太作; 湯伊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38-4 (EPUB)  

為親愛的我致上殺意. 2/井龍一原作; 

伊藤翔太作; 湯伊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39-1 (EPUB)  

原子小金剛(新裝版)/手塚治虫作; 王

浩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0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47-5 (第 20 冊:平裝)  

鬼上司.獄寺想被曝光。/あらた六花

作 ; 魏 嫚 秀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891-2 (EPUB)  

修女和吸血鬼. 5/暁作; 蔡雨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33-6 (PDF)  

修女和吸血鬼. 5/暁作; 蔡雨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38-1 (EPUB)  

修女和吸血鬼. 6/暁作; 蔡雨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34-3 (PDF)  

修女和吸血鬼. 6/暁作; 蔡雨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39-8 (EPUB)  

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/亞樹直作; 沖

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96-2 (第 23 冊:平裝)  

*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. 22/亞樹直

作; 沖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58-0 (PDF)  

*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. 22/亞樹直

作; 沖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73-3 (EPUB)  

神之犬/谷口治郎作; 章澤儀譯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04-935-2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4-936-9 (第 2

冊:平裝)  

迷幻少女. 1/手塚治虫作; 林武三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14-7 

(EPUB)  

迷幻少女. 2/手塚治虫作; 林武三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15-4 

(EPUB)  

神咒之蜜乳/佐藤健悦, 吉野弘幸原

作 ; 季 上 元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789-6 (第 7 冊:平裝) NT$130  

捕食者的餐桌/夢唄よつば作; 橘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86-6 

(PDF)  

捕食者的餐桌/夢唄よつば作; 橘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03-9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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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哥拿有栖沒轍/文日野ユミ作; 黛

西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985-9 (PDF)  

哥哥拿有栖沒轍/文日野ユミ作; 黛

西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11-4 (EPUB)  

迷宮飯. 10/九井諒子作; 謝孝薇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15-5 (EPUB)  

迷途之家的大姊姊/神毛物由宇作 .-- 

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98-9 (第 6 冊:

平裝) NT$240  

逆異世界後宮/友吉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2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01-0 (平裝) 

NT$230  

純蜜乙女的溺愛契約: 催淫吸血鬼對

我露出獠牙/霜月星良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12-6 (EPUB)  

配對成立,休想逃避☆: 自稱菁英上

班族與說謊大學生 /来世がんばる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15-7 (EPUB)  

高潮了也無法結束!鬼壓床 SEX「再

繼續頂下去...會壞掉的!」/フジツナ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10-2 (EPUB)  

記憶修繕,請交給我/akira 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63-6 (EPUB)  

海獸之島/服部充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7828-2 (第 1 冊:平

裝) NT$140  

神獸的庭園/李原ろね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297-6 (EPUB)  

拳願阿修羅. 24/達露沒恩作畫; 三肉

必起.牙霸子原作; 沙輪忍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03-2 (EPUB)  

秘戀/三ツ矢凡人作; Shion 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00-5 (EPUB)  

第一次的戀愛/奏ユミカ作; 陳靖涵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0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29-1 (平裝)  

第一神拳/森川讓次作; 張紹仁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41-1 (第 132

冊:平裝) NT$100  

殺人十角館(漫畫版)/綾辻行人原作; 

清原紘漫畫; 涂愫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皇冠, 11010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33-3811-6 (第 3 冊:平

裝) NT$160  

殺人十角館(漫畫版). 3/綾辻行人原

作; 清原紘漫畫; 涂愫芸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皇冠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3-3807-9 (PDF)  

張公案(漫畫版). 第二輯/大風颳過原

作; 千二百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4-972-4 (平裝)  

*國王排名 . 8/十日草輔作 ; 賴思宇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52-8 

(PDF)  

*國王排名 . 8/十日草輔作 ; 賴思宇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67-2 

(EPUB)  

偽兄弟之戀的建議 /野萩あき原作; 

ky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07-9 (EPUB)  

異世界召甘. IV, 精靈大姊姊和不可

思議的魔菇/あんざゆう作 .-- 臺北

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34-99-6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啟示錄四騎士/鈴木央作; 林志昌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21-3 (第 3 冊:

平裝) NT$110  

這份喜歡是真的。/たき猫背作; 張

凱倫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188-7 (平裝)  

被抖 S 秘書的甜蜜聲音刺激到高潮/

ミマ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961-2 

(EPUB)  

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!?/森田俊

平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60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61-8 (第 3 冊:平裝)  

笨拙地愛上你: 我和年下男的秘密同

居/七嶋いよ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311-9 

(EPUB)  

部長是隱性溺愛系/Nawofu 作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60-5 (EPUB)  

彩虹公寓/Elainee, NIN, 李瑋恩, 陳沛

珛, 墨里可, 盧卡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辣, 1101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78-8-4 ( 平 裝 ) 

NT$900  

連指尖都屬於我/晴屋うまこ作; 黃

依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44-

2 (平裝) NT$140  

祭品的任務/博士作; 田心宇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176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08-2 (平

裝)  

從前很快樂/なかに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1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04-1 (平裝) NT$580  

教教我,佐渡!/でん蔵作; 馮鈺婷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52-7 (平裝) 

NT$140  

魚乾男偶爾來點辦公室戀愛/春田作; 

貝貝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09-9 (平裝)  

動情騷兔/SAVAN 作; 堤風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3-97-2 (PDF)  

動情騷兔/SAVAN 作; 堤風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02-0 (EPUB)  

竟然有這種政治婚姻/七緒たつみ作

畫; 花音莉亜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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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01-0 

(EPUB)  

終結的熾天使/鏡貴也原作; 山本大

和漫畫; 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2 .-- 19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77-3 (第 23 冊:平裝)  

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。. 7/冬

原パトラ原作 ; そと漫畫 ; 賴瑞琴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78-0 (EPUB)  

強勢作家與發情貓的困惑/猫野まり

こ原作; KUMAK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10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42-0 (平裝)  

淫溺的令嬢. 5: 冷淡的親吻/クロエ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79-8 (PDF)  

*淫溺的令嬢. 5: 冷淡的親吻/クロエ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91-0 (EPUB)  

做愛當然要有高潮!?: 我把知識教給

遲鈍的青梅竹馬後.../ユウキ HB 作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44-5 (EPUB)  

唱歌大姊姊也會想嘿咻: 這種表情,

不 能 讓 電 視 機 前 的 大 家 看 到

喔.../girigirima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62-9 (EPUB)  

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/天原原作 ; 

masha 漫畫; Yoshiki 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130 面; 1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57-1 (第 5

冊:平裝)  

細數繁星/内田カヲル漫畫; 小春日

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0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48-2 (上冊:平裝)  

被擦掉的初戀/ひねくれ渡原作; 或

子漫畫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0 .-- 17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799-5 (第 3 冊:平裝) NT$100  

爽爆教師性活!: 小惡魔 JK 的感化教

育要用身體指導!/こけし☆メン作 .-

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23-2 (EPUB)  

晨曦公主 /MIZUHO KUSANAGI 作 ; 

黃依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03-9 (第 36 冊:平裝) NT$100  
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6/武井宏之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787-2 

(EPUB)  
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7/武井宏之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902-9 

(EPUB)  
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8/武井宏之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901-2 

(EPUB)  

野 蠻 情 人 . 13/ 山 本 小 鉄 子 作 ; 

KUMAK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08-6 (EPUB)  

無人車站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臺北

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66-05-8 (第 1 冊:平

裝) NT$210  

黑色羅曼史.怪物.秀/茶渡ロメ男作; 

亞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1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36-2 (平裝)  

貼身快感之愛/湯裸作; 曾怡華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51-0 (平裝) 

NT$140  

黃昏光影  交疊 /じゃのめ作 ; 徐柔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90-2 (平

裝) NT$140  

無性別男孩熱戀中。 /ためこう作; 

陳家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00-8 (第 3 冊:平裝) NT$130  

博兒的東瀛紀行/佐々大河作; 劉子

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55-7 (第 8 冊:平裝)  

給炸毛獅的武鬥情書 /鯨田ヒロト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293-8 (EPUB)  

發情 5 秒前!食物鏈最底層的愛留小

姐被 α 王子煽動著快感本能。/秋尾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289-1 (EPUB)  

最強不良少年不可能是 Ω 才對!/御

茶漬わさび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296-9 

(EPUB)  

黑執事/枢やな作; 尤靜慧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6 面; 1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63-3 (第 31 冊:平

裝) NT$100  

最強的魔導士,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

為鄉下的衛兵. 1/えぞぎんぎつね作; 

アヤノマサキ漫畫; 呂郁青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01-8 (EPUB)  

發情黑道的極品男子丼飯★砧板上

的...我!?/榎木しめじ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20-1 (EPUB)  

貴族轉生: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

強力量/三木なずな原作; 華嶋ひす

い漫畫; 倚風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70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萌新男朋友的肉食愛撫: 等妳盡情高

潮完,我就為妳插進去/永澤るり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45-2 (EPUB)  

無意間和偶像上床了/藤峰式作; 李

其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6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84-

1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

7785-8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60  

絕對男僕安里/故珍子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07-2 ( 平 裝 ) 

NT$240  

惡德淫醫/一宮夕羽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4-80-4 (PDF)  

*惡德淫醫/一宮夕羽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4-92-7 (EPUB)  

傀儡花/陳耀昌原著; 飛西啟漫畫 .-- 

新北市 : 飛魚創意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62-6-8 (EPUB)  

黑瀨,我們私下談談。/カキネ作; 和

靜清寂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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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892-9 

(EPUB)  

喜歡的偶像居然變成了公認的跟蹤

狂/瀬尾みいのすけ作; 霖之助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

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

964-9 (第 1 冊:平裝)  

愛上你 親吻你 然後想吃掉你/東条

さかな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14-0 (EPUB)  

碎片的形狀/つくも号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09-6 ( 平 裝 ) 

NT$210  

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/柊ゆたか作; 

小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56-4 (第 7 冊:平裝)  

解不開戀愛算式的理由/須坂紫那作; 
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23-4 

(EPUB)  

裏世界遠足. 4/宮澤伊織原作; 水野

英多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899-8 (EPUB)  

搖曳露營△露營用品大全 /宝島社

Mook 編輯部作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97-8 (EPUB)  

跟你做色色的事/きくらげ作; 熊次

郎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紳 士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3-96-5 (PDF)  

跟你做色色的事/きくらげ作; 熊次

郎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紳 士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03-7 (EPUB)  

愛你愛到想為你所有 /天咲吉実作; 

李其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21-0 

(EPUB)  

新社員/Ai 欸埃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黑白文化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4-5-6 (平裝) 

NT$280  

新社員/Ai 欸埃漫畫; 簡莉穎編劇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白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4-6-3 

(EPUB) NT$196  

瑛奈學妹想體驗舒服的性愛!/Shuusei 

Todoro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59-9 

(EPUB)  

溫柔地挖掘至深處/赤星ジェイク作; 

和靜清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76-6 (平裝)  

溫柔背後的真意 /こうじま奈月作; 

小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09-3 (EPUB)  

搜索者/谷口治郎漫畫; Blade 譯 .-- 2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04-919-2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4-920-8 (第 2

冊:平裝)  

葬送的芙莉蓮. 1/山田鐘人原作; 阿

部司作畫; 里歐貝萊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914-2 (EPUB)  

搖晃置物櫃躲著裸體 JK!?※裡面正

在忙著愛愛,請勿隨意打開!/夏生作 .-

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02-7 (EPUB)  

極彩之家. 7/びっけ作; 李芝慧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10-4 (EPUB)  

傾國的裁縫師蘿絲.柏汀. 2/磯見仁月

作 ; 潘 琳 芸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14-8 (EPUB)  

愛情競賽勝負已分!/綿レイニ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292-1 (EPUB)  

罪惡之子. 1/朝霧カフカ原作; 坂野

杏梨漫畫; 梨維津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00-1 (EPUB)  

罪惡之花中的閃耀星星 /碧井春作; 

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5991-0 (PDF)  

罪惡之花中的閃耀星星 /碧井春作; 

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09-1 (EPUB)  

隔壁的咲夜小姐/konomi 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2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03-4 (第 1

冊:平裝) NT$210  

感謝褲襪. 1/ぐらんで作; 蘇奕軒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13-1 (EPUB)  

暗戀的嫂子在夢中嬌喘太情色,我只

能橫刀奪愛了。/蒼野アキラ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294-5 (EPUB)  

夢幻紳士. 怪奇篇(珍藏版)/高橋葉介

畫; 丁安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

步文化, 11011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80-94-0 ( 平 裝 ) 

NT$499  

夢幻紳士. 怪奇篇(珍藏版)/高橋葉介

畫; 丁安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

步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80-95-7 (EPUB)  

瘋狂鄰人/ツブキ作; 風花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893-6 (EPUB)  

輕吻雙面人/柳瀬せの作; 陳律吟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894-3 (EPUB)  

銀河英雄傳說. 17/田中芳樹原作; 藤

崎竜漫畫; 沈嘉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898-1 (EPUB)  

緋紅的臉龐是陷阱/春田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04-1 (EPUB)  

蒙面係長 RETURNS/斑目ヒロ作; 尤

靜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7922-7 

(EPUB)  

摺紙戰士 A/周顯宗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3-974-2 (第 7 冊:平

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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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4-81-1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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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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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4-93-4 (EPUB)  

領帶一解開 2 秒變野獸: 肉食後輩的

SEX 本能徹底引爆/笹塚だい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24-9 (EPUB)  

鳴鳥不飛/ヨネダコウ作; 藤崎スグ

ル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

- 21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194-8 (第 7 冊:平裝)  

舞動青春/竹內友作; 郭名珊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00 面; 17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7796-4 (第 11 冊:平

裝) NT$100  

滿淫電車是色狼陷阱!討厭!別光揉

屁股...直接插入啦/三顕人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298-3 (EPUB)  

睡華. 貳/松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4-82-8 (PDF)  

*睡華. 貳/松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4-94-1 (EPUB)  

漫畫.巴萊: 台灣第一部霧社事件歷

史漫畫/邱若龍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20-0 (EPUB)  

幕間休息 : Follow & Stand By/安生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白文化 , 

11010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54-3-2 (平裝) NT$280  

幕間休息 : Follow & Stand By/安生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白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54-4-9 (EPUB)  

摸摸啾 PUB 的男♂性狂熱時光. 1/イ

クヤス作; 劉維容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24-1 (EPUB)  

徹頭迷上她/日日日原作; シガノガ

ク漫畫; 何立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2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75-9 (第 1 冊:平裝)  

圖靈信使. I, 生命之樹古圖之謎/林芳

宇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林芳宇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298-8 (EPUB) NT$220  

圖靈信使. I, 生命之樹古圖之謎/林芳

宇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林芳宇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55-8 (PDF)  

請在伸展台上微笑. 20/猪ノ谷言葉

作 ; 吳 勵 誠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766-7 (EPUB)  

璃君很會打遊戲呢很帥氣呢/ちると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83-5 (PDF)  

*璃君很會打遊戲呢很帥氣呢 /ちる

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34-95-8 

(EPUB)  

賢者如星/依歡[作]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19-0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20-6 (第 5 冊:平裝首刷

附錄版)  

鄰居是有名的直播主/菖蒲作 .-- 臺北

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4-84-2 (PDF)  

*鄰居是有名的直播主/菖蒲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4-96-5 (EPUB)  

醉到無防備的妳才該負責。: 出差時

被上司的熱情徹底融化了/織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26-3 (EPUB)  

餓狼傳/夢枕獏原作; 谷口治郎作畫; 

以斯帖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28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34-5 (平裝)  

憂國的莫里亞蒂. 10/柯南.道爾原案; 

三好輝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775-9 (EPUB)  

請聽我的聲音!!. 1/楊基政作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12-1 (EPUB)  

請讓我做個了斷。前不良少年律師 

東矢斎/Tsuki Saejima 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40-7 (EPUB)  

噢!原來如此 有趣的臺灣動物小學園. 

1, 開學季/玉子著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浩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42-6 (EPUB) NT$294  

親吻時刻/神田猫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7831-2 ( 平 裝 ) 

NT$140  

貓咪 X 互攻 hopeful/たつもとみお作; 

Cat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69-4 (平裝)  

戰鬥!美少女格鬥部. 1/葉生田采丸作; 

黃勝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7-5 (EPUB)  

戰鬥!美少女格鬥部. 1/葉生田采丸作; 

黃勝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31-2 (PDF)  

戰鬥!美少女格鬥部. 2/葉生田采丸作; 

黃勝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1-3 (PDF)  

戰鬥!美少女格鬥部. 2/葉生田采丸作; 

黃勝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8-2 (EPUB)  

戰鬥!美少女格鬥部. 3/葉生田采丸作; 

黃勝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2-0 (PDF)  

戰鬥!美少女格鬥部. 3/葉生田采丸作; 

黃勝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9-9 (EPUB)  

戰鬥!美少女格鬥部. 4/葉生田采丸作; 

吳重甫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3-7 (PDF)  

戰鬥!美少女格鬥部. 4/葉生田采丸作; 

吳重甫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30-5 (EPUB)  

樸素系班長沒有錢!/綾枷ちよこ作 .-

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34-85-9 (PDF)  

*樸素系班長沒有錢 !/綾枷ちよこ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4-97-2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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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狼傳. 王霸立國篇/山原義人作; 林

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40-

4 (第 7 冊:平裝) NT$100  

遲鈍&甜蜜: Dull and Sweet/端倉ジル

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19-0 (PDF)  

遲鈍&甜蜜: Dull and Sweet/端倉ジル

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25-1 (EPUB)  

戰隊大失格/春場葱作; 江昱霖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14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815-2 (第

2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-

26-7816-9 (第 3 冊:平裝) NT$100  

學期末性機能調查/たかみや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08-9 (平裝) 

NT$280  

嬲-豪爽女: Nobly/蹄鉄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06-5 ( 平 裝 ) 

NT$240  

霜月老師的不甜膩戀愛講座. 2/香魚

子作; 巫白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5990-3 (PDF)  

霜月老師的不甜膩戀愛講座. 2/香魚

子作; 巫白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12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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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56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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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71-9 (EPUB)  

療傷遊戲 重新開始. 1/日ノ原巡作; 

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18-0 

(EPUB)  

雙人單身露營. 2/出端祐大作; 陳瑞

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82-7 (EPUB)  

藍色時期/山口飛翔作; Niva 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26-7953-1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 
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7846-6 (第

10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90  

藍色時期. 7/山口飛翔作; Niva 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16-6 (EPUB)  

醫院也瘋狂. 11, 新冠病毒 COVID-19

防疫篇/雷亞(林子堯), 兩元(梁德垣)

作 .-- 桃園市 : 林子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47-3 (PDF) 

NT$200  

離家出走的狐狸想跟兒時玩伴結婚/

神門佑哉作; Yu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12-4 (EPUB)  

斷開前男友與黑道假結婚: 帥哥表示

我的技巧其實沒有那樣糟/藤倉レモ

ン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16-4 (EPUB)  

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!教會餐飲改革

的悠閒修女生活. 3/柚原テイル原作; 

吉村旋漫畫; 何立心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897-4 (EPUB)  

獸人編輯和女騎士漫畫家/インド僧

作; 佐藤貴文漫畫; 蘇聖翔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44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73-5 (第

2 冊:平裝)  

蟻之帝國. 2/文善やよひ作; 陳姿君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09-8 (EPUB)  

壞心眼同期收留我當他的假老婆!?/

羽田伊吹作畫; 砂川雨路原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25-6 (EPUB)  

爆音少女!!/織本任那作 ; 遠鄉欣二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1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4-954-0 (第 14 冊:平裝)  

羅德斯島戰記: 誓約之寶冠/水野良

原作; 鈴見敦漫畫; 哈泥蛙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19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63-

2 (第 1 冊:平裝)  

鏈鋸人. 11/藤本樹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770-4 (EPUB)  

獻身給魔王伊伏洛基亞吧!/梶原伊緒

作; 林沛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2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69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鏽蝕之夢/久間よよよ作; 李其馨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57-2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430  

鏽蝕之夢 右/久間よよよ作; 李其馨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24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91-9 (平

裝) NT$150  

鏽蝕之夢 左/久間よよよ作; 李其馨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304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792-6 (平

裝) NT$170  

寶總監西行記. 2, 扒開美國夢= Bao 

director westbound. vol 2, break the 

American dream/寶總監漫畫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09 .-- 21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02-9 (精裝) 

NT$350  

寶總監西行記. 2: 扒開美國夢/寶總

監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9-03-6 (EPUB)  

魔女之旅. 3/白石定規原作; 七緒一

綺漫畫; 李殷廷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896-7 (EPUB)  

魔王難為. 9/紅淵原作; 蔡鴻忠漫畫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13-8 (EPUB)  

屬於你的甜蜜味道/日羽フミコ原作; 

朔小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0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43-7 (平裝)  

鐵界戰士/墨佳遼作; 張紹仁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7843-5 (第 4 冊:平

裝) NT$130  

魔都的星塵/都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290-7 

(EPUB)  

歡迎光臨自助洗衣店/椿ゆず作; 缶

爪さわ漫畫; 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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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, 11011 .-- 18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59-6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40  
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. 終. 

一年級篇 BOX: トモセシュンサク 

Art Works/ ト モ セ シ ュ ン サ ク 作 ; 

Arier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1 .-- 132 面; 3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67-0 (平裝)  

戀人似糖漿 PLUS/三ツ矢凡人作; 加

奈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8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24-

4 (平裝) NT$140  

戀上王者的仙杜瑞拉/佳門サエコ作; 

小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10-9 (EPUB)  

變化球/張國立編劇; 曾正忠漫畫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8-9-1 (EPUB)  

變 成 同 性 戀 ! 現 正 靈 魂 交 換 中

/SUKE6@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08-9 (EPUB)  

變成異世界美少女大叔與種種冒險/

津留崎優原作 ; 池澤真漫畫 ; 弁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

971-1 (第 1 冊:平裝)  

戀愛、或者是.../伊佐木李果作; 黛西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988-0 

(PDF)  

戀愛、或者是.../伊佐木李果作; 黛西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04-6 

(EPUB)  

戀愛之前先結婚/村崎翠作畫; 惣領

莉沙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13-3 (EPUB)  

戀愛扮演/鴨川 ツナ作; 趙聖媛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58-9 (平裝) 

NT$160  

戀愛暴君 . 12/高永ひなこ作 ; 小綠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11-6 (EPUB)  

靈異醬有口難言. 1/橋本カヱ原作; 

本多創漫畫; 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42-1 (EPUB)  

靈異醬有口難言. 2/橋本カヱ原作; 

本多創漫畫; 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41-4 (EPUB)  

靈魂侵蝕. Vol.3= Sanctify. Vol.3/生鐵

落漫畫; Fox 編劇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楓林館工作室, 11010 .-- 240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931-4-8 (精裝)  

讚啦!光源氏. 肆: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

/est em 作; 龔持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黑白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54-7-0 (EPUB)  

讚啦!光源氏: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/est 

em 作; 龔持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黑白文化, 1101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54-8-7 (第 4 冊:平

裝) NT$250  

鑽石王牌 act2/寺嶋裕二作; 方郁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92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01-5 (第

28 冊:平裝) NT$100  

小說及雜文 

365 行之振興經濟靠這味/ami 亞海

作  .-- 新 北 市  : 41% 海 風 的 甜 度 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24-9-0 (EPUB)  

DNA 殺手/佘炎輝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992-94-0 (EPUB)  

Mientras tanto en Taiwán...: Visiones 

hispánicas de Formosa/José Ramón 

Álvarez, Iker Izquierdo, Rachid Lamarti, 

Jorge Vinicio López, Fernando Darío 

González Grueso, José Ramos[作] .-- [初

版] .-- 臺中市 : 佳台書店, 11010 .-- 80
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3-6-

6 (精裝)  

ReLIFE 重返 17 歲. 1/夜宵草原作; 蒔

田陽平小說; Galassia 翻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10-0 (EPUB)  

*The writings of a dreaming girl/李欣穎

著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李欣穎 , 

11009 .-- 11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70-1 (平裝) NT$250  

一劍鎮蒼穹/執筆畫天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72-8 (第 5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73-5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74-2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75-9 (第 8 冊:平裝) 

NT$180  

九星之主/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
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16-9 (第 1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17-6 (第 14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18-

3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19-0 (第 16 冊:平裝) NT$180  

入厝: 禁忌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65-6 (EPUB)  

人族鎮守使/白駒易逝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14-0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15-7 (第 2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16-4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17-1 

(第 4 冊:平裝)  

人獸/吳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

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6-256-9 (EPUB)  

下一次鳳凰花開/瑪西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25-6 (EPUB)  

凡人修仙之仙界篇/忘語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97-6 (第 6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98-3 (第 6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99-0 

(第 6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00-3 (第 70 冊:平裝)  

三生三世步生蓮. 壹, 化繭/唐七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6-4-1 (PDF)  

大君凶猛/小明太難了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69-8 (第 6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70-4 (第

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68-1 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71-1 (第 8 冊:平裝) 

NT$1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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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門女婿: 強勢逆襲/八寶粥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2-756-1 

(EPUB)  

大奉打更人/賣報小郎君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35-8 (第 49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36-5 (第 50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79-2 

(第 5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880-8 (第 5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881-5 (第 5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882-2 (第 54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83-9 (第 55 冊:平裝)  

三坪房間的侵略者!?/健速作; 何宜叡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24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73-2 (第

36 冊:平裝)  

上帝禁區/冷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識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97-3-7 (EPUB)  

大荒人仙/言歸正傳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280-3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81-0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82-7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83-4 (第 8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06-0 (第

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07-7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08-4 (第 11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09-

1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80  

大神是個天然呆 . 上/金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11-7 (PDF)  

大神是個天然呆 . 下/金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12-4 (PDF)  

大神是個天然呆 . 上/金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35-714-8 

(EPUB)  

大神是個天然呆 . 下/金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35-715-5 

(EPUB)  

小秘書的性愛日記/西門彩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310-3-6 

(EPUB) NT$150  

小書痴的下剋上: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

員不擇手段!. 短篇集. I/香月美夜著; 

許金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

3803-1 (PDF)  

大醫凌然/志鳥村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57-0 (第 49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58-7 (第 50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59-4 (第 5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60-0 

(第 5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36-2 (第 5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937-9 (第 5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38-6 (第 55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39-3 (第 56 冊:平裝)  

亡靈沸騰. 1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36-2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10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39-3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11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0-9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12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1-6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2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37-9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3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2-3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4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3-0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5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8-5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6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7-8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7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6-1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8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5-4 (EPUB) NT$125  

亡靈沸騰. 9/抱香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44-7 (EPUB) NT$125  

心上人来看我的坟头草/长烟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旭儒, 11011 .-- 32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08-3-5 (平

裝) NT$450  

不在一起不行嗎?/張維中著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0-1-5 (EPUB)  

少年風水師/文濤小道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76-6 (第 5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77-3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78-0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79-7 (第 8 冊:平裝) 

NT$180  

手 斧 男孩 . 落難 童年 求生記 : 作 者

Gary Paulsen 自 傳 小 說 / 蓋瑞 . 伯 森

(Gary Paulsen)著; 顏湘如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99-7 (EPUB)  

*月亮來的女兒  前傳 : 玉環 /Mrs.Q
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8-96-5 (PDF)  

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: 從零開始

建造奴隸後宮/柑橘ゆすら作; 曾柏

穎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240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86-

2 (第 11 冊:平裝)  

太陽.行星/上田岳弘著; 陳嫻若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32-6 

(PDF)  

太陽.行星/上田岳弘著; 陳嫻若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33-3 

(EPUB)  

*心碎餐廳/松尾由美作; 李惠芬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49-8 (PDF)  

*心碎餐廳/松尾由美作; 李惠芬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64-1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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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落燦陽/雨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原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68-8-3 (EPUB)  

巴黎.故事.家/謝芷霖作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異想世界/異鄉視界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04-0-4 

(EPUB)  

父親的食譜筆記/傑克.杜蘭德(Jacky 

Durand)作; 許雅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啟明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12-3-9 (PDF)  

末日.魔女: 致飽食時代的(最強)者們

/鎌池和馬作; 劉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78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示見之眼. 三/蒔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94-359-3 (PDF)  

示見之眼. 四/蒔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94-360-9 (PDF)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1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49-2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2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0-8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3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1-5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4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2-2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5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3-9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6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4-6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7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5-3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8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6-0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59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7-7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60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8-4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61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59-1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62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62-1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63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63-8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64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61-4 

(EPUB) NT$125  

半步多慾望傳說. 65/骷髏精靈, 阿苦

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0-60-7 

(EPUB) NT$125  

以你為名的小時光/東奔西顧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06-262-0 

(EPUB)  

以你為名的小時光. 上/東奔西顧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57-6 

(EPUB)  

以你為名的小時光. 下/東奔西顧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58-3 

(EPUB)  

玄門醫聖/魚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298-8 ( 第 64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99-5 (第

6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00-8 (第 66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01-5 (第 67 冊:平

裝) NT$190  

玄星仙帝/姬叉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244-5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45-2 (第

1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46-9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47-6 (第 16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只要長得可愛,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

嗎?. 12/花間燈作; 何力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88-6 (EPUB)  

卡術師/軸見康介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992-95-7 (EPUB)  

失 落 之 山 / 奧 古 斯 丁 . 馬 丁 尼 茲

(Agustin Martinez)著; 葉淑吟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16-6 (EPUB)  

仙道方程式/任怨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252-0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53-7 (第

1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54-4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55-1 (第 16 冊:平

裝) NT$190  

仙藥大亨/寂寞我獨走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42-6 (第 8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62-4 (第 9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63-1 (第

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64-

8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865-5 (第 12 冊:平裝)  

玄靈的天平: 白虎宿主與御儀靈姬/

秀弘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26-3 (EPUB)  

在下勇者,別名導遊. 1, 落跑公主的同

遊日誌 /雨茶作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1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84-8 (平裝)  
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851-8 ( 第 128 冊 : 平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31-7 (第 129 冊:平

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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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之祭司. vol.5, 廢宅驚魂/香草作 .-- 

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99-3 (EPUB)  

老年維特的煩惱/顏瑜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28-7 (EPUB)  

血色謎蹤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847-6 (EPUB)  

冰虎挑情/丘琳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65-2 (EPUB)  

光明繼承者 LIKADO/子藝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674-5-5 

(EPUB)  

宅配中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 製

肉本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85-1-7 (EPUB) NT$200  

百鬼夜行. 卷五, 座敷童子/笭菁作 .-- 

臺北市 : 嗨森數位文創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8605-73-2 

(EPUB)  

百鬼夜行卷. 5, 座敷童子/笭菁著 .-- 

新北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8-12-2 (PDF)  

吃乾抹淨/羅川文 .-- 再版 .-- 高雄郵 : 

製肉本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85-0-0 (EPUB)  

老槍.寶刀(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)/莫

言 著  .-- 三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麥 田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08-1 (EPUB)  
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. 14/りゅらせ

んひろつぐ作; 李殷廷翻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3-908-7 (EPUB)  

朱顏血.雪芍. 1/紫狂, 浮萍居主著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83-6 (EPUB) 

NT$125  

朱顏血.雪芍. 2/紫狂, 浮萍居主著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84-3 (EPUB) 

NT$125  

朱顏血.雪芍. 3/紫狂, 浮萍居主著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85-0 (EPUB) 

NT$125  

朱顏血.雪芍. 4/紫狂, 浮萍居主著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86-7 (EPUB) 

NT$125  

朱顏血.雪芍. 5/紫狂, 浮萍居主著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89-8 (EPUB) 

NT$125  

朱顏血.雪芍. 6/紫狂, 浮萍居主著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88-1 (EPUB) 

NT$125  

朱顏血.雪芍. 7/紫狂, 浮萍居主著 .-- 

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0-87-4 (EPUB) 

NT$125  

全職藝術家/我最白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288-9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89-6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90-2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91-9 (第 8 冊:平裝) 

NT$180  

如魔偶攜來之物 /三津田信三作著; 

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1-523-8 (EPUB)  

君子有九思/東奔西顧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春光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543-54-9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660  

赤心巡天/情何以甚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256-8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57-5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58-2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59-9 (第 8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30-5 (第

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31-2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32-9 (第 11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33-

6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80  
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17-4 (第 8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18-1 (第 8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19-8 (第 8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20-4 

(第 8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868-6 (第 8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869-3 (第 8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870-9 (第 88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71-6 (第 89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72-3 (第 90 冊:平

裝)  

*沙丘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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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5562-34-2 (全套:平裝) NT$3500  

男主角養成法則/陌櫻晴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6992-98-8 (EPUB)  

我在這首歌的盡頭,等妳/東澤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58-05-3 

(EPUB)  

*那年雪深幾呎/布萊恩.弗利曼作; 甘

鎮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50-4 (PDF)  

*那年雪深幾呎/布萊恩.弗利曼作; 甘

鎮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65-8 (EPUB)  

抑制剂的副作用/栖鹤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旭儒, 11011 .-- 37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08-4-2 (平裝) 

NT$470  

我的地基主室友/終燦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8-06-0 (EPUB)  

我的網紅男友外傳小說: 現正同居中

/ 碰 碰 俺 爺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81-7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

26-7882-4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我家公主棒棒噠/黎小汀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11-2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12-9 (第 2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13-6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14-3 
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815-0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816-7 (第 6 冊:平裝)  

希望在這裡/瓊.包爾作; 趙永芬譯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10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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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06-6 

(EPUB)  
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830-3 (第 5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53-2 (第 5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54-9 (第 5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55-6 (第 5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56-3 

(第 55 冊:平裝)  

我喜歡的角色是壞人大小姐. 1/いの

り作; 夜原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07-0 (EPUB)  

你總會燦爛如昔/青茶無糖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992-96-4 (EPUB)  

克 蘇 魯 的 呼 喚 /H.P. 洛 夫 克 拉 夫 特

(H.P. Lovecraft)著; 李函譯; 鄧九雲朗

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 , 

11010 .-- 約 3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35-8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199  

雨中百合/秋陽作 .-- 宜蘭縣 : 北極之

光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792-9-0 (PDF)  

兩世錦歡/白衣素雪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05-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06-8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07-5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08-2 (第 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09-9 
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810-5 (第 6 冊:平裝)  

夜谷宾馆营业中. 3/蓝橘子作 .-- 新北

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 11011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1-16-0 (平

裝)  

花虎弄情/丘琳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66-9 (EPUB)  

兒 科 值 班 守 則 /LysineNotGlutamate

著 .-- 臺南市 : 涵集工作室, 11010 .-- 

122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7782-8-2 (平裝) NT$250  

刺脊山莊/班傑明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30-0 (EPUB)  

牧神記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
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8-822-8 (第 8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823-5 (第 87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24-2 (第 88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25-9 (第 89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26-6 (第 90

冊:平裝)  

阿桂遊記. 續集. 三/桂京山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致琦企業, 11009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519-2-

6 (平裝) NT$200  

狐狸精情婦/瓅菁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58-461-4 (EPUB)  

孟婆(♂)想談戀愛/吐維作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83-1 (第 1 冊:平裝)  

夜晚的潛水艇/陳春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麥田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0-104-3 (EPUB)  
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
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8-852-5 (第 4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01-0 (第 45 冊:平裝)  

空繭/游善鈞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

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992-99-5 (EPUB)  

初戀.神嫖(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)/莫

言 著  .-- 三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麥 田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09-8 (EPUB)  

初戀的濾鏡泡泡破裂時/一樹作 .-- 初

版  .-- 桃園市  : 栗子文創工作室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33-2-2 (EPUB)  

初戀選我我超甜/睡芒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墨扉, 11010 .-- 4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02-1-4 (平裝) .-

- ISBN 978-626-95102-2-1 (精裝)  

為了當劍士而入學,魔法天賦卻高達

9999!?/年中麦茶太郎作; 龔持恩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24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71-8 (第 3 冊:

平裝)  

美女.倒立(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)/莫

言 著  .-- 三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麥 田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10-4 (EPUB)  

紅月之下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93-8 (第 5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94-5 (第 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95-2 (第 7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96-9 (第 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46-1 
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47-8 (第 10 冊:平裝)  

相公翻身我翻天/諸玉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00-6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01-3 (第 2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02-0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03-7 
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804-4 (第 5 冊:平裝)  

重生之快意人生/柳岸花又明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831-0 (第 4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32-7 

(第 4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833-4 (第 4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834-1 (第 44 冊:平裝)  

春光如海/秋陽作 .-- 宜蘭縣 : 北極之

光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21-1-9 (EPUB)  

星門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67-9 (第 5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90-7 (第 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91-4 (第 7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92-1 (第 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44-7 
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45-4 (第 10 冊:平裝)  

穿越變蘿莉(新裝版)/白日幻夢作 .-- 

二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310-7 (第 4 冊:

平裝) NT$390 .-- ISBN 978-626-311-

311-4 (第 5 冊:平裝) NT$390  

重裝基兵/高樓大廈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240-7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41-4 (第

1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42-1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43-8 (第 16 冊:平

裝) NT$19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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逆女/杜修蘭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皇

冠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33-3804-8 (PDF)  

娘子貴不可言/花日緋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信昌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753-58-5 ( 第 1 卷 : 平 裝 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59-2 (第

2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60-8 (第 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61-5 (第 4 卷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62-2 (第

5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63-9 (第 6 卷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64-6 (全套:平裝)  

鬼月: 禁忌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64-9 (EPUB)  

夏日戀情/秋陽作 .-- 宜蘭縣 : 北極之

光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21-2-6 (EPUB)  

*時光照相館 /柊彩夏花著 ; 鄭曉蘭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798-0 

(PDF)  

*茶金/黃國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INK 印刻文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7-481-2 (EPUB)  

神的祕密: 革命之後/大漠倉鼠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535-5 

(EPUB)  

殷堅與何弼學的萌寵日記/黯然銷混

蛋 作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春 光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3-53-2 (EPUB)  

神術鍊金士. 3/帥呆著 .-- 新北市 : 河

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64-5 (EPUB) NT$125  

冥畫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848-3 (EPUB)  

追跡/許信城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

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8-04-6 (EPUB)  

神劍傳奇/張一弘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36-2 (EPUB)  

留燈/安謹作 .-- 宜蘭縣 : 北極之光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21-0-2 (EPUB)  
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829-7 (第 55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78-5 (第 5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32-4 (第 57 冊:平

裝)  

唯一無二/自初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8-01-5 (EPUB)  

殺人是件嚴肅的事/馬卡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58-02-2 (EPUB)  

偷天修羅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233-9 ( 第 39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34-6 (第

40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35-3 (第 4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36-0 (第 42 冊:平

裝) NT$190  

國中理化. 7/小平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0-38-6 (EPUB) NT$12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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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1/夜桜

ユノ作; 林其磊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02-5 (EPUB)  

都市之鑑寶神眼/月上天涯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284-1 (第 5 冊:

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

285-8 (第 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286-5 ( 第 7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87-2 (第

8 冊:平裝) NT$180  

都市偷香賊. 19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
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65-2 (EPUB) NT$125  

都市偷香賊. 20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
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66-9 (EPUB) NT$125  

都市無雙醫神/九頭蟲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64-3 (第 5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65-0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66-7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67-4 (第 8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24-4 (第

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25-1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  

盛世權謀: 紅妝傾天下/風輕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2-758-5 

(EPUB)  

這份心情總有一天會遺忘/住野夜作; 

黃涓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61-0 (PDF)  

這份心情總有一天會遺忘/住野夜作; 

黃涓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76-4 (EPUB)  

假如兇手是月亮/葉桑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8-00-8 (EPUB)  

棄宇宙/鵝是老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248-3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249-0 (第

1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50-6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51-3 (第 16 冊:平

裝) NT$190  

紹宋/榴彈怕水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839-6 (第 13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40-2 (第 14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41-9 (第 15 冊:平

裝)  

許你萬丈光芒好/囧囧有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237-7 (第 11

冊 :平裝 ) NT$25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238-4 (第 12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239-1 (第 13 冊:平

裝) NT$250  

被放逐的 S 級鑑定士打造了最強公

會/瀬戸夏樹作; 偽善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79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從前從前,某個地方有具屍體....../青

柳碧人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9-7-8 (PDF)  

探病: 禁忌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62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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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能少年 . 卷一 , 時間怪客/曾詠蓁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20-6 

(EPUB)  

異能少年 . 卷二 , 少女孟婆/曾詠蓁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21-3 

(EPUB)  

涼家婦女/顏理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80-5 (EPUB)  

*偵探已經 ,死了 . 3/二語十作 ; Kyo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59-7 

(PDF)  

*偵探已經 ,死了 . 3/二語十作 ; Kyo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174-0 

(EPUB)  

棄婦難為: 第一特工妃/上官熙兒著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92-757-8 (EPUB)  

陰陽判官生死簿. 貳: 西風蕭颯/秀霖

著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釀 出 版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45-4 (EPUB)  

笭菁闇語. 2, 厄鄰/笭菁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56-5-8 (PDF)  

笭菁闇語: 厄鄰/笭菁作 .-- 臺北市 : 

嗨森數位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605-72-5 (PDF)  

掃墓: 禁忌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63-2 (EPUB)  

殺戮之星 : 凡提亞 /夏之楓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09-7 (PDF)  

超凡小師叔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37-2 (第 2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84-6 (第 28

冊:平裝)  

惡女的倒追計劃/羽影著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67-6 (EPUB)  

惡手大衣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849-0 (EPUB)  

復仇之前,先在魔法學園裡開個後宮

吧 !/ 宴 平 樂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85-5 (第 3 冊:平裝)  

盜天傳說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796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797-9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98-6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799-3 (第 4

冊:平裝)  

盜天傳說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04-1 (第 5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05-8 (第 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06-5 (第 7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07-2 (第 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08-9 
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09-6 (第 10 冊:平裝)  

備用人生/Cisie 著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7-98-9 (PDF)  

黑色費思卡: 二十杯葡萄酒的意亂情

迷故事集/邱挺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蔚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04-56-4 (EPUB)  

黃金召喚師/醉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66-2 (第 7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89-1 (第 8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03-4 (第 9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41-6 (第

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42-

3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43-0 (第 12 冊:平裝)  

詐虎戲情/丘琳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68-3 (EPUB)  
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38-9 (第 2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85-3 (第 2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02-7 (第 2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40-9 

(第 25 冊:平裝)  

詐屍: 禁忌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61-8 (EPUB)  

越級不打怪/辭鏡(OP)著 .-- 再版 .-- 

高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0-4-3 (EPUB)  

最強不敗的神劍使. 1, 王立學院入學

篇/羽田遼亮作; 趙鴻龍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0 .-- 24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67-1 (平裝)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68-8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最強贅婿/沉默的糕點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12-1 (第 51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13-

8 (第 5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14-5 ( 第 5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15-2 (第

54 冊:平裝) NT$180  

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/イズシロ作; 

王仁鴻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874-9 (第 1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875-6 

(第 13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善提經: 鬼道品/言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42-3 (EPUB)  

超越雙軌的朵拉/小葉欖仁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5-541-6 (EPUB)  

喜鵲迷情. 1, 王者/KJ 查爾斯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358-6 (PDF)  

惡魔的手毬歌/橫溝正史著; 吳得智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0-99-5 (EPUB)  

愛上你的每個瞬間/恬緣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58-03-9 (EPUB)  

*煨以恆溫/辭鏡(OP)著 .-- 再版 .-- 高

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10-5-0 (EPUB) 

NT$290  

道行天下/八寶飯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10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11-9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12-6 (第 3 冊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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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13-3 (第 4

冊:平裝)  

溫西爵爺探偵事件簿/桃樂西.榭爾絲

(Dorothy Sayers)作; 丁世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33-9 

(EPUB)  

*當我離開,才知道愛/梅洛琳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69-8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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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28-821-

1 (第 28 冊:平裝)  

詭祕客. 2021/幻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60-3 (PDF)  

詭祕客. 2021/幻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175-7 (EPUB)  

農家貴女/迷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信昌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40-0 (第 1 卷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41-7 (第 2 卷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42-4 (第

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43-1 (第 4 卷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44-8 (第 5 卷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45-5 (第

6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46-2 (第 7 卷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47-9 (第 8 卷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48-6 (全

套:平裝)  

電梯: 禁忌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59-5 (EPUB)  

嫁娶: 禁忌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60-1 (EPUB)  
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27-3 (第 69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28-0 (第 70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73-0 

(第 7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874-7 (第 7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875-4 (第 7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876-1 (第 74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77-8 (第 75 冊:平裝)  

萬華仙道/小龍捲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20-6 ( 第 22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21-3 (第

2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22-0 (第 2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23-7 (第 25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詭軼紀事. 參, 萬聖鐮血夜/Div(另一

種聲音), 星子, 龍雲, 笭菁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019-9-1 

(EPUB)  

*詭軼紀事. 參, 萬聖鐮血夜/DIV, 星

子, 龍雲, 笭菁等合著 .-- 新北市 : 笭

菁工作室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58-13-9 (PDF)  

微溫 36°C/辭鏡(oPTT)文 .-- 再版 .-- 高

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10-6-7 (EPUB) 

NT$50  

聖誕小豬/J.K. 羅琳(J.K. Rowling)著; 

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

3799-7 (PDF)  

聖劍學院的魔劍使/志瑞祐作; 王仁

鴻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76-3 (第 5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7877-0 (第 5 冊:

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嫡女為謀: 重生之傾世毒妃/風輕著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92-759-2 (EPUB)  

誘妻成癮: 顧少的天價蠻妻/青小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92-760-8 (EPUB)  

與青梅竹馬的未婚妻成為戀人的故

事/緋月薙作; Kyo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817-

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18-3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 

福運盈門/迷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信昌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65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66-0 (第 3 冊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67-7 (第

4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68-4 (第 5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69-1 (第 6 冊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70-7 (第

7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71-4 (第 8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72-1 (全套:平裝)  

蒼蠅.門牙(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)/莫

言 著  .-- 三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麥 田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11-1 (EPUB)  

精靈幻想記. 18, 大地的猛獸/北山結

莉 作 ; 蕪 村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89-3 (EPUB)  

廢土走私商第二部/浮兮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47-1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48-8 (第 2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49-5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50-1 

(第 4 冊:平裝)  

歐也妮 .葛朗臺 /巴爾札克著 ; 傅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461-9 (PDF)  

歐也妮 .葛朗臺 /巴爾札克著 ; 傅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467-1 (EPUB)  

諸天萬界/快餐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61-7 (第 2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86-0 (第 2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87-7 (第 2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88-4 

(第 25 冊:平裝)  

*暮年伴侶/潘詠梅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臺一印刷影印行, 11009 .-- 109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543-8-0 (平

裝) NT$150  

德吉洛魔法商店: 獻祭羔羊的慘劇/

山梗菜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40-9 (EPUB)  

*劍邪求愛/莫顏著 .-- 臺北市 : 狗屋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62-7 (EPUB)  

賞金獵手/蝦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260-5 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 .-

- ISBN 978-626-311-261-2 (第 6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262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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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263-6 (第 8 冊:平裝) NT$180 .-

- ISBN 978-626-311-335-0 (第 9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36-

7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37-4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38-1 (第

12 冊:平裝) NT$180  

誰會愛上你受的傷/拉菲爾.鮑布-瓦

克斯伯作; 聞若婷譯; 郭雅瑂朗讀 .-- 

臺北市 : 臉譜, 11010 .-- 約 496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24-9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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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30-0 (EPUB)  

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?. 

7: 精靈族公主支配世界了,所以要當

尼特族。/刈野ミカタ作; 林均鎂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90-9 (EPUB)  

緘默紳士的法則/唇亡齒寒作 .-- 初

版  .-- 桃園市  : 栗子文創工作室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33-3-9 (EPUB)  

醋罈子情婦/瓅菁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58-462-1 (EPUB)  

龍王的工作!. 12/白鳥士郎作; 王昱婷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91-6 (EPUB)  

獨 家 報 導 之 卵 / 大 崎 梢 (Kozue 

OHSAKI)作; 邱香凝譯 .-- 臺北市 : 蓋

亞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19-596-2 (EPUB)  

親愛的艾文漢森 /瓦爾 .艾米奇 (Val 

Emmich), 史 提 芬 . 列 文 森 (Steven 

Levenson), 班吉 .帕薩克(Benj Pasek), 

杰思 .汀保羅(Justin Paul)著; 陳佳琳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13-5 

(EPUB)  

醒醒 ,他是你親生的!/橙海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310-2-9 

(EPUB) NT$280  

懂妳、懂我/秋陽作 .-- 宜蘭縣 : 北極

之光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792-8-3 (EPUB) NT$280  

薇若妮卡想不開/保羅.科爾賀(Paulo 

Coelho)著; 劉永毅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92-3 (PDF)  

薇若妮卡想不開/保羅.科爾賀(Paulo 

Coelho)著; 劉永毅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99-2 (EPUB)  

臨時交換的演員/伶風票著 .-- 臺南

市 : 涵集工作室, 11010 .-- 25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82-9-9 (平裝) 

NT$350  

擱淺的 Blue Whale/X.H 夜月獨步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15-9 

(EPUB)  
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
世界了. 2/あし作; 某 Y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43-8 (EPUB)  

雖然稍微比我年長一點,但可以當我

女友嗎?. 4, 喜歡的反義詞是超喜歡/

望公太作; 黃雅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872-5 (平裝)  

轉生賢者的異世界生活: 取得第二職

業,成為世界最強/進行諸島作; 曾柏

穎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240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80-

0 (第 3 冊:平裝)  

醫妃逆襲/寒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信昌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49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50-9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51-6 (第

3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52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53-0 (第 5 冊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56-1 (第

8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54-7 (第 6 冊:平裝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55-4 (第 7 冊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57-8 (全

套:平裝)  

懷孕: 禁忌錄/笭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58-8 (EPUB)  

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

廢柴這件事/佐伯さん作; 郭蕙寧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7832-9 (第 5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57-26-7833-6 (第 5 冊:平裝

首 刷 限 定 版 ) .-- ISBN 978-957-26-

7834-3 (第 5 冊:平裝豪華首刷限定版)  

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

廢柴這件事. 2/佐伯さん作; 郭蕙寧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892-3 (EPUB)  

藥師偵探事件簿: 請保持社交的距離

/牛小流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992-97-1 (EPUB)  

藥罐子情婦/瓅菁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58-463-8 (EPUB)  

警官之血(上.下)/佐佐木讓著; 李漢庭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46-2 (PDF)  

警官之血(上.下)/佐佐木讓著; 李漢庭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47-9 (EPUB)  

寶圓今天得道了嗎?/蔡小雀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13-1 (PDF)  

寶圓今天得道了嗎?/蔡小雀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35-716-2 

(EPUB)  

魔王築城記!. 6: 最強迷宮是近代都

市/月夜涙作; 張凱鈞翻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895-0 (EPUB)  

魔界霸主/點精靈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843-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844-0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45-7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846-4 (第 4

冊:平裝)  

魔尊曲. 1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67-6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10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1-3 (EPUB) NT$125  



142 

 

魔尊曲. 11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68-3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12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4-4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13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3-7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14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0-6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15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69-0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16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2-0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2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5-1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3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6-8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4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7-5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5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8-2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6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82-9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7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81-2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8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80-5 (EPUB) NT$125  

魔尊曲. 9/紅塵笑笑生著 .-- 新北市 : 

河圖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0-79-9 (EPUB) NT$125  

爛攤子情婦/瓅菁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58-464-5 (EPUB)  

變身刁女/雨絃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0-6 (EPUB)  

變身倔女/凌霄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1-3 (EPUB)  

變身惡女/夢雲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2-0 (EPUB)  

變身傲女/方辰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3-7 (EPUB)  

蠻女的倒追行動/羽影著 .-- 臺中市 : 

飛象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69-0 (EPUB)  

怪談病院 Panic!. 5/小丑魚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34-4 

(EPUB)  

怪談病院 Panic!. 6/小丑魚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35-1 

(EPUB)  

怪談病院 PANIC!. 番外篇 /小丑魚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4-36-8 (EPUB)  

無瞳之眼. 1/風花雪悅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39-9 (EPUB)  

無瞳之眼. 2/風花雪悅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40-5 (EPUB)  

魔王陛下的憂鬱. 上/唇亡齒寒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32-0 

(EPUB)  

魔王陛下的憂鬱. 下/唇亡齒寒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33-7 

(EPUB)  

A 子不會預言自己死. 2/午夜藍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30-6 

(EPUB)  

A 子不會預言自己死亡 . 3/午夜藍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4-31-3 (EPUB)  

妖怪公館的新房客番外. 送魂火之卷

/藍旗左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

月書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4-37-5 (EPUB)  

妖怪公館的新房客視覺小說 SP: 緋

紅之夜/藍旗左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4-38-2 (EPUB)  

怠惰魔王的轉職條件. 3/雪翼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41-2 

(EPUB)  

怠惰魔王的轉職條件. 4/雪翼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42-9 

(EPUB)  

星 艦 求 生 日 誌 / 約 翰 . 史 卡 奇 (John 

Scalzi)著; 翁雅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6-247-7 (EPUB)  

其他 

<<逸經>>文史集粹/簡又文等著; 蔡

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

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0-71-5 (EPUB)  

<<甄嬛傳>>職場教戰守則: 要嘛狠,

要嘛忍 ,要嘛滾!/王小嫻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48-3 (EPUB)  

0-6 歲幼兒右腦潛能開發遊戲: 每天 5

分鐘!掌握腦部發展黃金關鍵期,輕鬆

培養孩子無限創造力/七田厚著; 陳

姵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871-3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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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3-3806-2 (PDF)  

12 堂繪本故事手作課: 捲捲姐姐開課

囉!/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天衛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90-549-2 (PDF)  

12 堂繪本故事手作課: 捲捲姐姐開課

囉!/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天衛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90-550-8 (EPUB)  

19-20 世紀植物圖鑑: 從 200 多幅植物

剖析掛畫認識植物學的世界/安娜.羅

倫(Anna Laurent)作; 張雅億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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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48-8 (EPUB)  

2021-2022 商業服務業年鑑: 疫情新

常態下的臺灣商業服務業發展/財團

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04-3 (PDF)  

2021-2022 商業服務業年鑑: 疫情新

常態下的臺灣商業服務業發展/財團

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06-7 (EPUB)  

2022 年人類圖覺察日誌/安娜.查里科

娃(Anna Charykova), 尼奇塔 .潘克維

奇(Nikita Pankevich)著; 喬宜思(Joyce 

Huang)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42-2 (PDF)  

2022 年人類圖覺察日誌/安娜.查里科

娃(Anna Charykova), 尼奇塔 .潘克維

奇(Nikita Pankevich)著; 喬宜思(Joyce 

Huang)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44-6 (EPUB)  

2022 虎年開財運賺大錢/陶文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18-0 (PDF)  

2022 虎年開財運賺大錢/陶文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521-0 

(EPUB)  

20 場機關算盡、改變歷史的飯局: 不

就吃個飯嗎?竟然風雲都變色了 /胡

策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49-4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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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296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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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44-7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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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63-45-4 

(EPUB)  

31/31/遠藤秀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田園城市文化, 11010 .-- 14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5-9-9 (平裝) 

NT$700  

3D 列印: 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/鄭正

元, 江卓培, 林宗翰, 林榮信, 蔡明忠, 

賴維祥, 鄭逸琳, 鄭中緯, 蘇威年, 陳

怡文, 賴信吉, 許郁淞, 陳宇恩, 宋震

國, 李知蓁, 許啟彬, 張雅竹, 陳昭舜, 

陳俊名, 葉雲鵬, 劉紹麒, 錢啟文, 謝

子榆, 趙育德, AAMER NAZIR, AJEET 

KUMAR 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

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34-9 (PDF)  

3 分鐘讀懂霍金(暢銷紀念版): 進入

霍金人生、理論、影響的時空旅程/

保羅.派森(Paul Parson), 蓋兒.迪克森

(Gail Dixon)著; 楊琬晴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61-3 (EPUB)  

56 個生命的省思: 攜手走過 COVID-

19/慈濟真善美志工彙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61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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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索尼國際教育作; 李彥樺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10-1 (EPUB)  

80/50 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/川北稔作; 

陳令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10-1 (EPUB)  

A sculptor's secret garden: Lee Kuang-

Yu 李光裕/[by] Tan Hwee Koon .-- 新

北市 : 采泥藝術, 11009 .-- 112 面; 3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55-4-1 (精裝)  

*AIoT 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

商機/裴有恆, 陳玟錡作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2-966-1 (PDF)  

*AIoT 數位轉型在中小製造企業的

實踐/裴有恆, 陳泳睿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34-900-5 (PDF)  

*AIoT 數位轉型在中小製造企業的

實踐/裴有恆, 陳泳睿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34-908-1 (EPUB)  

App Inventor 2 程式設計與應用: 開發

Android App 一學就上手/陳會安編

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12-7 (PDF)  

Breaking news English! a complete guide 

to understanding English news(寂天雲

隨身聽 APP 版)/author Tim Ferry .-- [二

版 二 刷 ] .-- 臺 北 市  : 寂 天 文 化 , 

11009 .-- 2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0-074-2 (菊 8K 平裝)  

Buddha-Dharma: pure and simple. 4= 佛

法真義/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; 

English translation Venerable Zhi Tong, 

Venerable Zhi Yao, Venerable Zhi 

Nian .-- 1st ed.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, 

11009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57-596-1 (平裝)  

Bunun 布農健康書/涂卉總編輯 .-- 初

版  .-- 臺中市  : 弘光科大文創系 , 

11010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9499-23-1 (精裝) NT$450  

CENTLE MAN 雲.绅/王玉龄主编 .-- 

臺北市 : 蔚龍藝術, 11010 .-- 57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976-5-4 (平裝)  

CIA 探員教你培養高應變力的孩子: 

獨立機智、溝通自保、快樂自信是

孩子一生受用的至寶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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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13-2 

(EPUB)  

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

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

Chinese/by Pei-Shu Tsai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書林, 11009 .-- 127 面; 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45-962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Concentric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

technology/吳黎明主編 .-- 2nd ed. .-- 

臺北市 : 文鶴, 11009 .-- 4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57-6 (平裝)  

CSR in Taiwan: analysis and 

development/author Chao,Chung-

Chieh .-- 臺中市 : 吉遠, 11009 .-- 6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8-0-7 (平

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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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的小故事/鍾孟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原點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80-2-2 (EPUB)  

C 語言程式設計: 入門與實務演練/吳

卓俊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13-4 (PDF)  

C 語言程式設計與應用 /陳會安編
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14-1 (PDF)  

Deep Work 深度工作力: 淺薄時代,個

人成功的關鍵能力/卡爾.紐波特(Cal 

Newport)著; 吳國卿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96-1 (PDF)  

Deep Work 深度工作力: 淺薄時代,個

人成功的關鍵能力/卡爾.紐波特(Cal 

Newport)作; 吳國卿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02-9 (EPUB)  

Drucker on totalitarianism and salvation 

by society/ 彼 得 . 杜 拉 克 (Peter F. 

Drucker)作  .-- 臺北市  : 博雅出版 , 

11010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64-4-6 (精裝) NT$360  

English for cultural & creative 

industries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
版 )/author Shih-Jen Huang, Laura 

Phelps .-- [初版二刷] .-- 臺北市 : 寂天

文化, 11009 .-- 17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0-075-9 (菊 8K 平裝)  

English for hotels and restaurants(寂天

雲 隨 身 聽 APP 版 )/author Robert 

Majure, Jess Martin .-- [二版二刷] .-- 臺

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9 .-- 13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69-8 (16K

平裝)  

English now!: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

everyday life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
版)/Owain Mckimm 著 .-- [二版二刷] .-

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9 .-- 144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70-4 (第

1 冊:菊 8K 平裝)  

Escritura,Género y Poder: la novela rosa 

tanto en España como en Taiwán en los 

50 y 60 del siglo XX/劉碧交(Liu Pi-

Chiao)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冠唐

國際圖書, 11010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460-7-0 (平裝)  

Excel 入門到完整學習 邁向最強職場

應用: 王者歸來 /洪錦魁著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45-4 (PDF)  

Fairy 陳禹霏首本個人寫真/Fairy 陳禹

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笙國際, 

11010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50-2-7 (平裝) NT$1280  

FLUFFY: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佐倉

織子 /佐倉織子著; 王怡山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872-0 

(EPUB)  

How to understand English news: a 

comprehensive guide to reading English 

news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/author 

Brian Foden, Zachary Fillingham .-- [初

版 二 刷 ] .-- 臺 北 市  : 寂 天 文 化 , 

11009 .-- 2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0-078-0 (菊 8K 平裝)  

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Conference: The 

Continuity of Care across Lifespan and 

Sustainable Development. 2021= 2021

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/輔英科

技大學護理學院編著 .-- 高雄市 : 輔

英科大護理學院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0928-8-3 (PDF)  

ISBN 978 957 xxx xxx x/Son Ni[作] .-- 

臺北市 : 挪石社, 11010 .-- 34 面; 2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69-4-8 (活頁裝)  

ISIS 伊斯蘭國的新娘: 13 名年輕女子

與無法離開的寡婦之屋/阿扎德.莫阿

維尼著; 李易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貓頭鷹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2-515-6 (EPUB)  

iT-jo.'s Mental Test/author iT-jo., Hsun 

Hui .-- 1st ed. .-- 屏東縣  : 陳勳煇 , 

11010 .-- 17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71-8 (精裝) NT$1578  

JavaScript 爬蟲新思路!: 從零開始帶

你用 Node.js 打造 FB & IG 爬蟲專案/

林鼎淵(Dean Lin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碩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34-888-6 (PDF)  

JavaScript 爬蟲新思路!: 從零開始帶

你用 Node.js 打造 FB & IG 爬蟲專案/

林鼎淵(Dean Lin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碩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34-889-3 (EPUB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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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04-3 (PDF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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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09-8 (EPUB)  

*LEGO Technic 不插電創意集: 聰明

酷 玩 意 / 五 十 川 芳 仁 (Yoshihito 

Isogawa)著; 曾吉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碁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2-968-5 (PDF)  

*LEGO Technic 不插電創意集: 簡易

機器/五十川芳仁(Yoshihito Isogawa)

著; 曾吉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67-8 (PDF)  

LINE、星巴克教你成為 1%的賺錢公

司: 只要學會一個動作,就能創造 10

倍的驚人成長!/村井直志著; 石學昌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64-51-3 (PDF)  

micro:bit 創意應用實作/劉正吉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

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891-5 (平裝)  

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中級寫作&

口說題庫解析(新制修訂版)/國際語

言中心委員會, 郭文興, 陳鈺璽著 .-- 

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85-0 (PDF)  

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口說

測驗必考題型: 從發音基礎、答題策

略到解題示範,自學、初學者也能循

序漸進獲得高分/陳頎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87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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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27-4 

(EPUB)  

NPO、公私協力與地方創生/林淑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9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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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13-2 

(PDF)  

Paint it,Black: よむ畫集/[よむ作]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更生文化設計 , 

11010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41-4-2 (平裝)  

Penny 老師教你創意玩科學: 黑膠唱

片機、針孔相機、擴音喇叭全部自

己做, 25 個必學原理 X75 個超酷實驗,

在 家 上 最 有 趣 的 理 化 課 !/ 陳 乃 綺

(Penny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0-24-3 (EPUB)  

Peter bear plus. book 5/黃淑芬總編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智網文教, 

11010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605-47-6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. 1, the 

alphabet/written by Su-O Lin, René 

Hsieh;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, Jill 

Wu .-- 2nd ed. .-- 新北市 : 凱立智語文, 

11012 .-- 7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09-5-4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. 2, the 

consonants/written by Su-O Lin, René 

Hsieh;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, Jill 

Wu .-- 2nd ed. .-- 新北市 : 凱立智語文, 

11012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09-0-9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. 3, the short 

vowels/written by Su-O Lin, René Hsieh; 

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, Jill Wu .-- 2nd 

ed. .-- 新北市 : 凱立智語文, 11012 .-- 

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09-

1-6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. 4, the short 

vowel word families and consonant 

blends/written by Su-O Lin, René Hsieh; 

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, Jill Wu .-- 2nd 

ed. .-- 新北市 : 凱立智語文, 11012 .-- 

8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09-

2-3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. 5, the vowel 

pairs and consonant digraphs/written by 

Su-O Lin, René Hsieh; illustrated by 

Tank Chien, Shirley Chiang .-- 2nd ed. .-

- 新北市 : 凱立智語文, 11012 .-- 64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09-3-0 (平

裝)  

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. 6, the long 

vowels and more vowel pairs/written by 

Su-O Lin, René Hsieh; illustrated by 

Tank Chien, Shirley Chiang .-- 2nd ed. .-

- 新北市 : 凱立智語文, 11012 .-- 64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09-4-7 (平

裝)  

Phonics kids. 1, the alphabet/written by 

Su-O Lin, René Hsieh; illustrated by 

Francesca Assirelli .-- 2nd ed. .-- 新北市 : 

凱立智語文, 11012 .-- 88 面; 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926-4-3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. 2, the consonants/written 

by Su-O Lin, René Hsieh; illustrated by 

Francesca Assirelli .-- 2nd ed. .-- 新北市 : 

凱立智語文, 11012 .-- 76 面; 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926-5-0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. 3, the short vowels/written 

by Su-O Lin, René Hsieh; illustrated by 

Francesca Assirelli .-- 2nd ed. .-- 新北市 : 

凱立智語文, 11012 .-- 84 面; 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926-6-7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. 4, the short vowel word 

families and consonant blends/written by 

Su-O Lin, René Hsieh; illustrated by 

Francesca Assirelli .-- 2nd ed. .-- 新北市 : 

凱立智語文, 11012 .-- 92 面; 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926-7-4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. 5, the vowel pairs and 

consonant digraphs/written by Su-O Lin, 

René Hsieh; illustrated by Francesca 

Assirelli .-- 2nd ed. .-- 新北市 : 凱立智

語文, 11012 .-- 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926-8-1 (平裝)  

Phonics kids. 6, the split vowel pairs and 

r-controlled vowels/written by Su-O Lin, 

René Hsieh; illustrated by Francesca 

Assirelli .-- 2nd ed. .-- 新北市 : 凱立智

語文, 11012 .-- 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926-9-8 (平裝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 自然發音法

學習繪本/林素娥(Su-O Lin), 大衛.杜

(David 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01-9 (PDF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 自然發音法

學習繪本/林素娥(Su-O Lin), 大衛.杜

(David 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02-6 (EPUB)  

Proceedings of the Virtual World Orchid 

Conference. 2021/editorial team Yin-

Tung Wang, Yao-Chien Alex Chang, 

Yung-I Lee, Fure-Chyi Chen, Wen-Chieh 

Tsai .-- 臺南市 :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

會, 11009 .-- 4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090-4-0 (精裝)  

*Python 零基礎入門班: 一次打好程

式設計、運算思維與邏輯訓練基本

功/鄧文淵總監製; 文淵閣工作室編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2-969-2 (PDF)  

ROCLING 2021: The 33rd Conference 

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

Processing= 自然語言與語音處理研

討會. 第三十三屆/by The Association 

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

Chinese Language 

Processing(ACLCLP) .-- 臺北市 : 計算

語言學學會, 11009 .-- 40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5769-4-9 (平裝)  

*SEO 與網路行銷超級工作術: 觸及

率翻倍的網站贏家攻略/胡昭民, 吳

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01-2 (PDF)  

*SEO 與網路行銷超級工作術: 觸及

率翻倍的網站贏家攻略/胡昭民, 吳

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05-0 (EPUB)  

Shirley goes to school/writers Grace 

Chang, Sophia Yang .-- 2nd ed. .-- 臺北

市 : 佳音, 11010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48-903-9 (平裝)  

Shoestring: a slingshot to Mars/by A.B. 

Chang-Sinai .-- 臺北市  : Alain Brian 

Chang-Sinai, 11009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60-2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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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43-9 (PDF)  

SPI 後天領導者/蕭正浩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02-8 (PDF)  

Taiwan in simple English: the best 

guidebook for travelers and tour 

guides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/authors 

Paul O'Hagan, Peg Tinsley, Owain 

Mckimm .-- [四版二刷] .-- 臺北市 : 寂

天文化, 11009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0-065-0 (16K 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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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wan national cybersecurity strategy 

report cyber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

2.0/author Natioal Information and 

Communication Security Office .-- 臺北

市 : 國安辦, 11009 .-- 9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24-52-3 (平裝)  

Target reading: 6 keys to 

comprehension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
版 )/author Owain Mckimm, Zachary 

Fillingham, Laura Phelps, Richard 

Luhrs .-- [二版二刷] .-- 臺北市 : 寂天

文化, 11009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0-066-7 (第 3 冊:16K 平裝)  

Target reading: 6 keys to 

comprehension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
版)/author Michelle Witte, Richard Luhrs, 

Zachary Fillingham .-- [二版二刷] .-- 臺

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9 .-- 2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77-3 (第 2

冊:16K 平裝)  

Teachings and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

of infinite meanings. volumes I and 

II/author Shih Cheng Yen; translation 

Dharma as Water Team, Tzu Chi USA .-

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36-2-9 (EPUB)  

The 11th global competition on 

systematic innovation : project 

briefing/editors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

Innovation Methods, The Society of 

Systematic Innovation .-- 新竹市 : 中華

系統性創新學會, 11010 .-- 6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16-6-9 (平裝)  

The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

music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songs: 

segment,rhythm,and tone= 英語與華語

歌曲中語言與音樂之關係: 音段、節

奏與聲調/凌旺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文鶴, 11009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47-960-6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The singing technology/author Huang, 

Yu-Chi .-- 屏東縣 : 黃裕祁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01-5 

(PDF)  

Where 旅遊味: 礁溪小食旅/劉建德總

編輯 .-- 新北市 : 捷沛實業, 11009 .-- 

8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35-

5-3 (平裝)  

WILL: 威爾史密斯回憶錄/威爾.史密

斯 (Will Smith), 馬 克 . 曼 森 (Mark 

Manson)著; 李建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啟明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12-9-1 (EPUB) NT$348  

Women and relationships in 

contemporary Irish women's short 

stories/張婉麗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72-4 (EPUB)  

Word family: stories and activities/楊耀

琦, 楊峰作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

文教, 11009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99-85-0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269  

Yes.史瓦帝尼 /班柯希(Buhlebenkhosi 

Dlamini), 陳瑩峰(Ean Chen)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5-524-9 (EPUB)  

ZERRO 零: 世界記號大全/松田行正

作; 黃碧君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漫

遊者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9-518-2 (EPUB)  

サブカル x 文学の想像力: テクスト

とジャンルからのアプローチ/沈美

雪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致 良 , 

11009 .-- 32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54-29-2 (平裝) NT$420  

一九八四(反烏托邦三部曲)/喬治.歐

威爾(George Orwell)作; 黃唯哲改編; 

王世緯, 王菀茹, 竺定誼, 林家麒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0 .-- 

約 1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9-530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99  

一支筆、一張紙輕鬆學禪繞畫: 提高

專注力 X 減輕焦慮 X 放鬆身心靈/潘

迎華(Amanda Pan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873-7 (EPUB)  

一四九三: 哥倫布大交換如何形塑現

代 的 全 球 化 世 界 ?/ 查 爾 斯 . 曼 恩

(Charles C. Mann)著; 黃煜文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2-01-3 (PDF)  

一四九三: 哥倫布大交換如何形塑現

代 的 全 球 化 世 界 ?/ 查 爾 斯 . 曼 恩

(Charles C. Mann)著; 黃煜文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2-02-0 (EPUB)  

一生必讀的 50 本日本文學名著. 2, 魅

惑青春篇/陳銘磻原作; 蕭淳介朗讀 .-

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9 .-- 約

39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

45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20  

一百則旅行諺語,一百個你該旅行的

理由/田臨斌(老黑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62-6 (PDF)  

一百則旅行諺語,一百個你該旅行的

理由/田臨斌(老黑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68-8 (EPUB)  

一流的人,都懂得如何做選擇/土井英

司著; 賴庭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幸福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36-99-2 (PDF)  

一流的人,都懂得如何做選擇/土井英

司著; 賴庭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幸福文化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6-01-2 (EPUB)  

*一個人決心獲得幸福 ,就能得到幸

福/陳依凡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65-8-5 (PDF) NT$26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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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454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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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458-9 (EPUB)  

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自白: 艾可的寫作

講堂/安伯托.艾可(Umberto Eco)著; 顏

慧儀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 : 商周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02-4 (EPUB)  

一顆頭顱的歷史: 從戰場到博物館,

從劊子手到外科醫師,探索人類對頭

顱的恐懼與迷戀 /法蘭西絲 .拉爾森

(Frances Larson)著 ; 徐麗松譯 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32-2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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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74-3-9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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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慧: 素養及未來趨勢/張志勇, 

廖文華, 石貴平, 王勝石, 游國忠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31-8 (PDF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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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96-42-2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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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4-0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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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4-1-3 (EPUB)  

人生遊戲的贏家法則: 美國史上最具

影響力 TOP50 名著,百年長銷不衰、

改變千萬人的成功學始祖級經典/佛

羅倫絲 .辛(Florence Scovel Shinn)著; 

周玉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丘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00-1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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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296-0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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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297-7 (EPUB)  

十年/王濟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
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8-97-2 (PDF)  

人脈強化術: 養兵千日用之一時的人

際社交學/孫萌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8-49-0 (EPUB)  

七種市場力量: 事業策略的基石/漢

米爾頓 .海爾默(Hamilton Helmer)著; 

李芳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

業周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9-82-7 (PDF)  

七種市場力量: 事業策略的基石/漢

米爾頓 .海爾默(Hamilton Helmer)著; 

李芳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

業周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9-83-4 (EPUB)  

三十而慄?: 在承擔包袱與焦慮的年

華,勇敢敲定自己的人生節奏/凱琳.

謝弗(Kayleen Schaefer)著; 羅亞琪, 陳

松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商周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20-8 (EPUB)  

子女孝親貼心小旅/陳佑瑄, 曹沛雯, 

曹憶雯, Cindy 文字記者; 蔡孝如, 張

書豪, 吳東峻攝影記者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宏碩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49-187-3 (PDF) NT$49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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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07-9 (EPUB)  

小小情書= Little love letters/Hwaijin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飛柏創意 , 

11011 .-- 56 面; 14X1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73-0-6 (精裝) NT$380  

小心,原來這樣也有事!: 腦洞大律師

雷丘的生活法律常識與對策 /雷丘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45-4 

(EPUB) NT$300  

小王子(臺法對照)/Antoine de Saint-

Exupéry 著; 劉麗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08-0 (PDF)  

女生最想要的舒服愛/一徹作 .-- 臺北

市 : 三采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658-673-6 (EPUB)  

大台灣掛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北

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108X15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64-4 (二全開單張) NT$4000  

大地情懷: 闕河淵回憶錄/闕河淵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闕河淵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21-3 (PDF)  

大步走,不失智!: 步幅加大 5 公分的

走路革命,醫學博士教你「刺激大腦」

的正確走路方式/谷口優著; 黃薇嬪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9-523-6 (EPUB) NT$224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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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74-3-5 

(EPUB)  

大東亞寫真年報(皇紀 600 年版 )= 

Japan photo almanao/朱家煌監修; 王佐

榮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蒼 璧 , 

11010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25-8-8 (平裝) NT$460  

工具機產業白皮書. 2021: 臺灣智能 

引領未來/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

同業公會智庫委員會編輯委員 .-- 臺

中市 :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

業公會, 11010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70-0-8 (平裝)  

女孩不好意思問的事/高蕊編著 .-- 新

北市 : 大拓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11-146-6 (PDF)  

大疫年代十日談: 世界當代名家為疫

情書寫的 29 篇故事/<<紐約時報雜誌

>>主編; 徐立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木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4-051-6 (PDF)  

大疫年代十日談: 世界當代名家為疫

情書寫的 29 篇故事/<<紐約時報雜誌

>>主編; 徐立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木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4-053-0 (EPUB)  

小家,越住越大: 高手幫家微整型,客

廳永遠不亂、廚房空間多 30%、小

坪數也有衣帽間,玄關這樣設計,隨你

狂買鞋。/逯薇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23-9 (PDF)  

小家,越住越大: 高手幫家微整型,客

廳永遠不亂、廚房空間多 30%、小

坪數也有衣帽間,玄關這樣設計,隨你

狂買鞋。/逯薇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25-3 (EPUB)  

三島由紀夫書信教室/三島由紀夫作; 

吳季倫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1-65-0 (PDF)  

三島由紀夫書信教室/三島由紀夫作; 

吳季倫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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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1-66-7 (EPUB)  

下級國民 A: 日本很美好?我在 311 災

區復興最前線,成了遊走工地討生活

的人 /赤松利市著; 韓宛庭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拾青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3-6-7 (PDF)  

下級國民 A: 日本很美好?我在 311 災

區復興最前線,成了遊走工地討生活

的人 /赤松利市著; 韓宛庭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拾青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723-7-4 

(EPUB)  

也許你是真的累了: 機智醫生帶你走

出過度努力的職業倦怠症/朴鐘錫著; 

何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大田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9-689-5 (EPUB)  

大清帝國的送葬者: 大王細說太平天

國興亡史/赫連勃勃大王(梅毅)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51-3 (EPUB)  

大話 AWS 雲端架構: 雲端應用架構

圖解輕鬆學/李秉鴻, 周廷諺, 何松穎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891-6 (PDF)  

大話 AWS 雲端架構: 雲端應用架構

圖解輕鬆學/李秉鴻, 周廷諺, 何松穎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892-3 (EPUB)  

大腦逆齡指南: 頂尖神經科醫師教你

如何促進腦細胞再生、增加腦部血

流量,提升大腦健康與認知能力,遠離

失 智 的 威 脅 !/ 克 莉 絲 汀 .威 勒 米 爾

(Kristen Willeumier)著; 陳錦慧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19-2 (EPUB)  

小資懶人投資術: 聰明買 ETF 年年加

薪 30%/楊倩琳(Selena)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24-1 (PDF)  

小資懶人投資術: 聰明買 ETF 年年加

薪 30%/楊倩琳(Selena)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27-2 (EPUB)  

小聚會: 68 道宴客菜,與朋友在家輕

鬆喝很多杯(一杯怎麼夠)/比才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, 11008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3-4-2 

(EPUB)  

大學國文/侯淑娟, 鹿憶鹿主編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9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6-135-1 (全套:平裝) 

NT$500  

三藏法師的 97 堂經營管理課/汪泳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50-6 

(EPUB)  

五一三的幽靈/邱士杰, 榮劍, 許偉恒

等作; 思想編委會編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09-2 (PDF)  

五一三的幽靈/邱士杰, 榮劍, 許偉恒

等作; 思想編委會編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19-1 (EPUB)  

不一樣的中國史/楊照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流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11-8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4940  

不一樣的中國史. 13: 從變法到革命,

顛覆帝制的時代: 晚清/楊照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21-7 (EPUB)  

天下大亂: 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,其

形成、挑戰,與不為人知的內幕/喬許.

羅金(Josh Rogin)著; 梁文傑譯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51-5 (PDF)  

天下大亂: 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,其

形成、挑戰,與不為人知的內幕/喬許.

羅金(Josh Rogin)著; 梁文傑譯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63-53-9 

(EPUB)  

文化創意: 產業、就業與創業/張榕

茜, 李秉儒, 張智琦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32-5 (PDF)  

日本四國高松.松山= An railpass trip 

on Shikoku,Japan/楊春龍文字.攝影 .-- 

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采晴出版工作室, 

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00-0-8 (平裝) NT$398  

王平安醫師回憶錄: 一個彰化囝仔的

故事/王平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書

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1-234-8 (PDF)  

不出門也能開心玩的 33 個居家親子

遊戲/近藤理恵文.插畫; 王盈潔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74-4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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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麥浩斯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8-747-1 (PDF)  

不只是朋友!朋友 2.0 版的人脈加值

學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53-7 (EPUB)  

不只是咖啡: 星巴克的必勝經營哲學

/楊宗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52-0 (EPUB)  

不可思議的埃及希臘馬雅古文明套

書 /芝崎みゆき著; 許晴舒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45-03-9 (全套:

平裝) NT$1218  

日本時代臺灣運動員的奧運夢: 林月

雲的三挑戰與解開裹腳布的女子運

動競技/金湘斌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73-1 (EPUB)  

日本配色手冊 /SendPoints 著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0-6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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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5-01-5 (EPUB)  

不平等的童年(暢銷 20 年社會學革命

性經典鉅著): 拚教養能翻轉階級嗎?/

安妮特.拉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

人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4-595-9 (PDF)  

不平等的童年(暢銷 20 年社會學革命

性經典鉅著): 拚教養能翻轉階級嗎?/

安妮特.拉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

人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4-596-6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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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最強媽媽產後速瘦指南: 拯救 7

千名媽媽的瘦身法則!健身媽咪教你

瘦肚、提臀,告別虎背熊腰,回到產前

好身材/減重教練 EICO 著; 顏理謙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85-9 (PDF)  

日本最強媽媽產後速瘦指南: 拯救 7

千名媽媽的瘦身法則!健身媽咪教你

瘦肚、提臀,告別虎背熊腰,回到產前

好身材/減重教練 EICO 著; 顏理謙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86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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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07-4 (PDF)  

不死鳥/薛西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獨步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80-97-1 (EPUB)  

*少年新眼光讀經: 異象: 訴說真理與

盼 望 / 少 年 新 眼 光 推 動 小 組 (Youth 

Should See Visions)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教會公報, 11010 .-- 192 面; 20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71-94-0 (平裝)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92-3 (全套:平裝附

隨身碟) NT$4200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1, 遠古史: 世界

史的序幕/管家琪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約 6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80-0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2, 上古史. I: 亞

歷山大大帝的時代/管家琪作.朗讀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

約 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84-81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3, 上古史. II: 羅

馬帝國的盛衰/管家琪作.朗讀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約

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

82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4, 中古史. I: 查

理曼大帝的時代/管家琪作.朗讀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

約 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84-83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5, 中古史. II: 十

字軍東征的時代/管家琪作.朗讀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

約 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84-84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6, 文藝復興時代: 

米開朗基羅的時代/管家琪作.朗讀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

約 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84-85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7, 近世史. I: 美

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時代/管家琪

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

11011 .-- 約 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84-86-2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8, 近世史. II: 鐵

血宰相俾斯麥的時代 /管家琪作 .朗

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 , 

11011 .-- 約 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84-87-9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: 全系列概說/管家

琪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

化, 11011 .-- 約 2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4-88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60  

火來了 ,快跑 /大師兄作 ; 蘇郁翔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9 .-- 約 350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00-0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不怕已讀不回: 解決現代人的愛情與

約 會 焦 慮 / 凱 蒂 思 . 佳 莉 莉 (Candice 

Jalili)作; 謝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16-1 (PDF)  

不怕已讀不回: 解決現代人的愛情與

約 會 焦 慮 / 凱 蒂 思 . 佳 莉 莉 (Candice 

Jalili)作; 謝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18-5 (EPUB)  

*天使沒有性別/陳瀅巧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87-479-9 

(EPUB)  

手 斧 男孩 . 落難 童年 求生記 : 作 者

Gary Paulsen 自 傳 小 說 / 蓋瑞 . 伯 森

(Gary Paulsen)著; 顏湘如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98-0 (PDF)  

火供聖能: 彌勒聖道行. 六十部曲/彌

勒皇佛作; 開慧神譯 .-- 臺北市 : 彌勒

皇教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96-8-0 (EPUB)  

天星斗數秘笈/象山居士編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16-8 (PDF)  

*文科生也可以輕鬆學習網路爬蟲 : 

Python+Web Scraper/陳會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70-8 (PDF)  

*牙科創新創業實踐/劉興成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竹縣 : 劉興成, 11009 .-- 11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28-

2 (平裝) NT$333  

不要變成壞掉的大人: 當世界崩壞時,

我們更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/いっ

ちー著; 池迎瑄,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75-1 (EPUB)  

反烏托邦三部曲(一九八四、美麗新

世界、我們)/喬治.歐威爾, 阿道斯.赫

胥黎, 尤金.薩米爾欽作; 吳妍儀, 殷杲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4-600-0 (PDF)  

反烏托邦三部曲(一九八四、美麗新

世界、我們)/喬治.歐威爾, 阿道斯.赫

胥黎, 尤金.薩米爾欽作; 吳妍儀, 殷杲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4-601-7 (EPUB)  

太宰治: 生而為人,我很抱歉,一本書

讀懂日本頹廢文豪太宰治/大風文創

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

創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01-7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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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陳心

怡採訪撰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4-050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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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陳心

怡採訪撰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
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4-052-3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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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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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39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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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41-1 (EPUB)  

天悠地久= Heavens,earth in the depths 

of time/沈東榮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宏群國際藝術, 11009 .-- 156 面; 

26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315-7-

5 (平裝) NT$2000  

中國地形掛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78X10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66-8 (全開單張) NT$3000  

中國全圖掛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108X15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65-1 (二全開單張) NT$4000  

中國掛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北市 : 

金時代文化, 11010 .-- 面; 78X10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60-6 (全開單

張) NT$3000  

心理彈力: 戰勝低潮與逆境,讓人谷

底翻身的強大力量/金周煥著; 林侑

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87-3 (PDF)  

心理彈力: 戰勝低潮與逆境,讓人谷

底翻身的強大力量/金周煥著; 林侑

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89-7 (EPUB)  

不費力的身心充電法: 反映身心議題

的人體電磁場祕密/艾琳.戴.麥庫西

克(Eileen Day McKusick)著 ; 王譯民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19-4 

(EPUB)  

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/薛化元, 蘇

瑤崇, 侯坤宏, 松田康博, 蘇瑞鏘, 陳

儀深, 若林正丈, 陳翠蓮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8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91-7 (PDF)  

中華民國秋海棠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

新北市 : 金時代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108X7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2-1 (全開防水單張) NT$250  

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究成果研

討 會 論 文 集 . 2021 第 二 十 六 屆 = 

Proceedings of the 26th Chinese Institute 

of Design Annual Conference 2021/長庚

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編輯 .-- 臺南市 : 

設計學會, 11008 .-- 851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54-0-0 (隨身碟)  

毛森江的建築工作 清水模家的質感/

毛森江著  .-- 臺北市  : 三采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59-0 (EPUB)  

太陽依舊升起/海明威作; 陳夏民譯; 

盧侑典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鏡文學 , 

11009 .-- 約 6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4-02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元朝原來是這樣/李強著; 陳玟玟譯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地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2-348-6 (PDF)  

心智圖簡單學文法: 詞類句型 X 大量

解題 X 詳細解析的致勝 17 堂課/蔡

文宜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7-85-5 (PDF)  

六極物理/嚴伯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76-3 (PDF)  

六極物理/嚴伯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80-0 (EPUB)  

化解衝突的高效溝通: 當爭論產生,

你選擇戰鬥還是逃跑?化異見為助力

的關鍵說服法,讓彼此關係更緊密/伊

恩.萊斯里(Ian Leslie)作; 李翊巧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52-5 (EPUB)  

水 槽 : daisuke richard making & 

works/Daisuke Richard 著; 王怡山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76-8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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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

957-13-9444-2 (PDF)  

文學的記憶/潘敦(Steven Pan)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松蔭藝術, 11010 .-- 

256 面 ; 29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471-0-5 (精裝)  

日頭浮海照亮的所在: 照護台灣東部

醫療的真心英雄/凃心怡撰文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03-6 (PDF)  

日頭浮海照亮的所在: 照護台灣東部

醫療的真心英雄/凃心怡撰文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505-0 

(EPUB)  

不懂年輕人,你怎麼帶團隊/戴愫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49-5 (EPUB)  

比翼雙飛: 二十三對文學夫妻/鐘麗

慧等著; 封德屏主編 .-- 臺北市 : 文訊

雜誌社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102-74-5 (EPUB) NT$1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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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89-520-5 (EPUB) 

NT$532  

*引爆潛能: 喚醒你心中沉睡的巨人/

安東尼 .羅賓(Anthony Robbins)原著; 

蕭祥劍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87-3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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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11-6 (EPUB)  

台湾投資ガイド/EY 台湾ジャパン.

ビジネス.サビース編集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, 

11009 .-- 419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5053-4-6 (平裝) NT$2100  

主力 K 線技術分析: 200 張圖教你看

懂籌碼分布,找到下一個 3 倍飆股/楊

金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52-0 

(PDF)  

用九宮格學習法拆解英文單字字根、

字首、字尾: 先記憶 X 再內化 X 後試

題的必勝三「步」曲/張慈庭英語教

學團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7-88-6 (PDF)  

用中文說日語/朱讌欣, 田中紀子合
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4-56-0 

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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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不失敗的神: 士師記解密/提摩太.

凱勒(Timothy Keller)著; 藍慈理, 姚傳

信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892-4 

(EPUB)  

*丼丼丼丼丼: 日本五大丼飯誕生祕

辛!/飯野亮一作; 陳嫺若譯 .--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66-8 (EPUB)  

用年表讀通台灣史/劉瑋琦, 廖珮芸

著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94-9 (PDF)  

古早咱頂寮 在地ㄟ台語文化: 生活

教育讀本/白天賜, 林錫植, 鐘金水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中市頂寮社區

發展協會, 110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88846-8-7 (平裝)  

古早咱頂寮 在地台語文化: 農漁具

讀本/白天賜, 林錫植, 鐘金水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

協會, 110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8846-7-0 (平裝)  

白色原味+: 小丁日常原創數位寫真/

小丁作; 傑路攝影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79-5 (PDF)  

白色原味+: 小丁日常原創數位寫真/

小丁作; 傑路攝影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80-1 (EPUB)  

未來日記/山田廣美, 濱田真由美作; 

龔婉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5-638-7 (EPUB)  

未來日記= daily fiction/蔡詠欣 XINs

作 .-- 臺北市 : 朋丁 pon ding, 11009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628-3-7 (精裝)  

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: 彭明輝談

困境與抉擇/彭明輝作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013-9 (PDF)  

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: 彭明輝談

困境與抉擇/彭明輝作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023-8 (EPUB)  

民事訴訟法新論/林家祺著 .-- 五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187-9 (PDF)  

出版編輯實務/陳文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56-2 (PDF)  

生活中,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/謝雪

文(雪兒 CHER)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09 .-- 約 76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38-8 (線上有聲書

(WAV)) NT$360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39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60  

生活必備!5 個單字就能輕鬆開口說

出的英文會話/張瑩安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捷徑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7-83-1 (PDF)  

占星必備: 圖解象徵占星學全書、高

級占星學解盤技巧/戴鵬飛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6993-4-0 (全套:

精裝) NT$1660  

世界地形全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108X15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63-7 (二全開單張) NT$4000  

世界地形掛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108X7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9-0 (全開單張) NT$3000  

世界在燃燒/蘇洛恪.哈茂德(Shurouk 

Hammoud)著; 李魁賢譯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26-974-8 (EPUB)  

生活科技/余鑑, 上官百祥, 簡佑宏, 陳

勇安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29-5 (PDF)  

世界通用的素養學識: 輕鬆透過圖解,

快速掌握  世界通用的基礎素養學

識!/福田和也監修; 李雅婷, Kuri 譯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09-86-4 

(EPUB)  

世界動物地圖: 小手點讀英文單字有

聲書(中英雙語)/啟蒙星球團隊編; 陳

聖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幼福文化, 

11012 .-- 2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43-797-1 (精裝) NT$580  

生活裡的芳療小百科: 由內到外,溫

柔保養身體與心靈的植物療癒對策

(溫柔升級版)/Sherry 雪莉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08-743-3 (EPUB) 

NT$364  

*世界與人: 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/

游淙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

版中心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490-0 (PDF)  

主宰人類興亡的推手 改變世界的微

生物與傳染病/左卷健男編著; 鍾嘉

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877-5 (EPUB)  

以茶代酒: 愛在原鄉 健康促進/呂芳

川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59-9 (EPUB)  

石桃記: 華人文創產業協會會員聯展. 

2021/陳郁芬 , 張妙縈 , 謝依靜總編

輯 .-- 桃園市 : 華人文創產業協會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500-2-2 (HTML)  

平埔族調查旅行: 伊能嘉矩<台灣通

信>選集(典藏紀念版)/伊能嘉矩原著; 

楊南郡譯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299-9 (EPUB)  

*打通 RxJS 任督二脈: 從菜雞前進老

鳥 必 學 的 關 鍵 知 識 / 黃 升 煌 (Mike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02-9 (PDF)  

*打通 RxJS 任督二脈: 從菜雞前進老

鳥 必 學 的 關 鍵 知 識 / 黃 升 煌 (Mike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06-7 (EPUB)  

加強免疫力,就從排毒養生做起/薛磊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54-4 

(EPUB)  

失控的不是血糖,是你的飲食: 講糖

教你這樣吃,血糖穩定不飆升/林冠怡

作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606-7 (EPUB)  

民國紀事本末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47-8 (PDF)  

民國紀事本末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48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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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通風格人物創作 /傑克 .漢姆(Jack 

Hamm)著; 林柏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80-192-3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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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98-718-5 (EPUB)  

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: 影音

剪輯實戰 X 行動影音剪輯 X 特效處

理 X 微電影實作 X 影音社群行銷/鄭

苑鳳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884-8 (PDF)  

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: 影音

剪輯實戰 X 行動影音剪輯 X 特效處

理 X 微電影實作 X 影音社群行銷/鄭

苑鳳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886-2 (EPUB)  

民間文學與說唱藝術/蔡孟珍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46-3 (PDF)  

可程式控制器 PLC(含機電整合實

務)/石文傑, 林家名, 江宗霖編著 .-- 

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30-1 

(PDF)  

用最舒適的樣子,與你相遇/楊楊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45-6 

(PDF)  

用最舒適的樣子,與你相遇/楊楊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51-7 

(EPUB)  

用無輪廓線技法畫出可愛的童趣世

界: 日本人氣繪師的壓箱祕訣大公

開!/ヒョーゴノスケ著; 黃嫣容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78-2 

(EPUB)  

奶與茶的一次偶然/蘇榮超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6-975-5 

(EPUB)  

生蕃行腳: 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(典

藏紀念版)/森丑之助原著; 楊南郡譯

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00-2 

(EPUB)  

母嬰芳療: 給媽咪和寶寶的精油照護

全書: 以安全且天然的配方,伴您走

過懷孕、生產及孩童照護的療癒之

旅 / 克 莉 絲 汀 娜 . 安 西 斯 (Christina 

Anthis)作; 黃育歆(Vika)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08-744-0 (EPUB) 

NT$406  

台灣,世界的答案: 加拿大為何會認

為台灣很重要?/吳權益著 .-- 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52-2 (PDF)  

台灣,世界的答案: 加拿大為何會認

為台灣很重要?/吳權益著 .-- 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54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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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330-7-8 (PDF)  

台灣地形掛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78X10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62-0 (全開單張) NT$30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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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612-7-1 (EPUB)  

台灣佛教的先驅 慈航/洪啟嵩, 黃啟

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44-8-0 (EPUB)  

台灣現代詩史論: 台灣現代詩史研討

會實錄/陳明台等著; 文訊雜誌社主

編 .-- 臺北市 : 文訊雜誌社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02-75-2 

(EPUB) NT$570  

台灣掛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北市 : 

金時代文化, 11010 .-- 面; 78X10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61-3 (全開單

張) NT$3000  

台灣當代一年展. 2021/邱品萱主編; 

鄭琬儒, 鄭愉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視覺藝術協會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4336-5-5 (PDF)  

台灣踏查日記. 上: 伊能嘉矩的台灣

田野探勘(典藏紀念版)/伊能嘉矩原

著; 楊南郡譯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97-5 (EPUB)  

台灣踏查日記. 下: 伊能嘉矩的台灣

田野探勘(典藏紀念版)/伊能嘉矩原

著; 楊南郡譯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298-2 (EPUB)  

多一點志氣,少一點銳氣,笑到最後的

人總是沉得住氣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8-56-8 (EPUB)  

肌力重訓高效不受傷教科書/鄭明禮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80-47-

9 (全套:平裝) NT$1160  

名人談教養/周逸芬主編 .-- 新竹縣 : 

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06-3 (EPUB)  

老子辛說/辛意雲主講 .-- 初版 .-- 新

竹市 : 竹科廣播, 11009 .-- 約 456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6-25-0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799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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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

357-221-3 (PDF)  

好牛.好年.好運: 林煥彰詩畫集/林煥

彰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27-0 (EPUB)  

竹內失智症照護指南: 掌握水分、飲

食、排泄、運動,半數以上失智症狀

改善 /竹內孝仁著; 雷若莉 , 賴彥妤

譯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22-3-3 (PDF) NT$250  

地方政府管理: 結構與功能的分析/

呂育誠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11-612-5 (PDF)  

安之若素= Equnimity/紀嘉華 Jason 

Chi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未來耿

畫廊, 11010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346-3-3 (精裝)  

全方面破解英文 7000 單字: 萬用例

句 X 補充句型 X 文法解析的必勝三

「步」曲/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, 11009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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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7-89-3 

(PDF)  

*地方創生來解答: 11 場讓日本社區

變有趣的設計對談/長谷川浩己, 山

崎亮編; 太田浩史, 廣賴俊介, 長岡賢

明, 鈴木毅, 馬場正尊, 西村佳哲, 芹

澤高志, 廣井良典, 鷲田清一著; 曾鈺

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

驗室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31-5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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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27-8 (EPUB)  

此生,你我皆短暫燦爛/王鷗行著; 何

穎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41-8 (PDF)  

此生,你我皆短暫燦爛/王鷗行著; 何

穎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43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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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14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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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24-5 (EPUB)  

成立紀實與展望/黃致仰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雲林縣 :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

國聯合會, 11010 .-- 276 面; 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20-0-2 (平裝)  

存史與失節: 危素歷史評價探析/莊

郁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
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26-991-5 (EPUB)  

自主學習: 10 個培養孩子提高學業品

質的超強學習法/石田勝紀著; 游韻

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487-9 (PDF)  

自主學習: 10 個培養孩子提高學業品

質的超強學習法/石田勝紀著; 游韻

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490-9 (EPUB)  

好吃,吃好: 老中醫 X 微微蔡 55 道

「未病先防」順應體質食療常備菜,

讓身體變成不易生病體質 /微微蔡 , 

老中醫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7-87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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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44-5 (EPUB)  

百年香山: 耆老生命紀事. 第一輯/宋

素惠, 沈華葦, 汪葦如, 陳宇閎, 葉欣, 

鄭琬玲, 鄧君婷作; 沈華葦, 宋景濱主

編 .-- 二版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竹松社

區大學, 11009 .-- 210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19-0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在成為凶手之前: 英國逾百起命案的

司法精神科權威,透過犯罪心理學直

擊殺人犯內心的黑暗實錄。/理查.泰

勒作; 甘鎮隴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62-7 (PDF)  

在成為凶手之前: 英國逾百起命案的

司法精神科權威,透過犯罪心理學直

擊殺人犯內心的黑暗實錄。/理查.泰

勒作; 甘鎮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177-1 (EPUB)  

吃吃喝喝解讀個性密碼: 三分鐘趣味

心理遊戲/曾千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8-55-1 (EPUB)  

印如精舍珍藏: 王小松= Yinru Vihara 

art collections: Wang Xiansong/黃健亮

主編  .-- 臺北市  : 盈記唐人工藝 , 

11009 .-- 320 面; 24X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499-40-7 (精裝)  

肌肉醫生的速效健身指南: 擺脫無效

運動,鍛鍊好體態 X 迅速長肌肉 X 舒

緩關節痛/小島央著; 鄒玟羚, 高詹燦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879-9 (EPUB)  

自我肯定的奇蹟: 日本人際關係治療

首席專家水島廣子帶你找到通往幸

福的途徑/水島廣子作; 楊詠婷譯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6-4-2 

(PDF)  

自我肯定的奇蹟: 日本人際關係治療

首席專家水島廣子帶你找到通往幸

福的途徑/水島廣子作; 楊詠婷譯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6-5-9 

(EPUB)  

有你的夏天: 黃氏兄弟寫真書. II/黃

氏兄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79-3 (平裝)  

如何傳銷邀約/李華康編著 .-- 增訂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管, 11010 .-- 335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9-102-

0 (平裝) NT$450  

成長,迷路才找得到路/許榮哲, 李洛

克, 凌明玉等著; 陳雪鳳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9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5-5-7 (平

裝)  

好的人生,不慌不忙/李月亮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心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672-3-3 

(EPUB)  

自性大圓滿道之支分三律儀決定論

釋義/丹增卓津譯 .-- 臺北市 : 盤逸, 

11010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5098-9-3 (平裝) NT$480  

安東尼.聖修伯里的美麗與哀愁: 小

王子+航向阿拉斯/安東尼.聖修伯里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06905-6-9 (全套:

平裝) NT$900  

丞相,起風了/全民大劇團股份有限公

司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民大劇團, 

11009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9881-4-9 (平裝) NT$150  

字首、字根、字尾神奇邏輯記憶法: 

從一個單字建造出英語大樓/許錡(許

豪英語教學團隊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捷徑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07-90-9 (PDF)  

危殆生活: 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

網絡/黃克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
山出版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03-5-2 (PDF)  

危殆生活: 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

網絡/黃克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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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03-7-6 (EPUB)  

成為甘霖 /張正駿 , 謝瑤玲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34-3 (PDF)  

成為甘霖 /張正駿 , 謝瑤玲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437-4 

(EPUB)  

成為自己的老闆: 從心思惟新人類/

張淑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心人

類未來學教育訓練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07-2-7 (PDF)  

行為投資金律: 現賺 4％行為差距紅

利,打敗 90％資產管理專家的行為獲

利 法 則 / 丹 尼 爾 . 克 羅 斯 比 (Daniel 

Crosby)著; 李祐寧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67-4 (PDF)  

行為投資金律: 現賺 4％行為差距紅

利,打敗 90％資產管理專家的行為獲

利 法 則 / 丹 尼 爾 . 克 羅 斯 比 (Daniel 

Crosby)著; 李祐寧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68-1 (EPUB)  

衣冠南渡: 溫任平詩集/溫任平作 .-- 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76-2 (EPUB)  

行為經濟學: 人非永遠理性,人心更

能帶動經濟,消費心理如何運作,一本

輕鬆看透!/真壁昭夫著; 伊之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87-1 (EPUB)  

成為韓語翻譯員: 韓國外大翻譯所碩

士的翻譯人蔘/陳家怡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55-4 (PDF)  

成為韓語翻譯員: 韓國外大翻譯所碩

士的翻譯人蔘/陳家怡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60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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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845-2 (EPUB)  

在家狂接單!羅爸極速秒殺烘焙甜點/

羅因福(羅爸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大風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1-5-8 (EPUB)  

扛起來,就是你的!: 有擔當才有機會!

提 升 職 場 力 的 不 敗 工 作 術 / 維 琪

(Vicky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5-640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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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浮田裕作; 林展弘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07-9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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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浮田裕作; 林展弘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12-3 

(PDF)  

名師這樣教 徹底了解生物/大森徹作; 

林佑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09-3 (PDF)  

名師這樣教 徹底了解生物/大森徹作; 

林佑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11-6 (EPUB)  

全球咖啡教父權威著作: 咖啡沖煮的

科學 咖啡烘豆的科學聖經 咖啡教父

史考特烘豆實作聖經 /史考特 .拉奧

(Scott Rao)著; 魏嘉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方言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480-49-3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230  

色彩搭配原理與技巧/范文東編著 .-- 

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82-2 

(EPUB)  

* 色 彩 傳 達 之 應 用 設 計 = Visual 

communication design/莊凱如作 .-- 新

竹市 : 竹宇印刷, 11009 .-- 16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6-2-5 (平裝)  

全集中!財富自由的呼吸法!/陳詩元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使亞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31-1-6 (PDF)  

肌筋膜伸展.疼痛徒手自療套組: 筋

膜修復對症手療書 肌筋膜.經絡穴位.

激痛點,對症手療身體地圖全書 解痠

止痛 ,筋膜伸展解剖書 /鄭明禮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 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80-50-

9 (全套:平裝) NT$1050  

全新中國地形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78X10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1-4 (全開防水單張) NT$250  

全新中國地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108X7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0-7 (全開防水單張) NT$250  

全新台北市地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

新北市 : 金時代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78X10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5-2 (全開防水單張) NT$250  

全新世界地形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108X7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3-8 (全開防水單張)  

全新世界地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78X10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4-5 (全開防水單張) NT$250  

全新台灣地形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78X10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6-9 (全開防水單張) NT$250  

全新台灣地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新

北 市  : 金 時 代 文 化 , 11010 .-- 面 ; 

78X10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7-6 (全開防水單張) NT$250  

好想自己做衣服. 3: 超圖解!量身、

打版到縫製,手作衣完美技巧小課堂/

吳玉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8-746-4 (EPUB)  

在意別人而受傷,怎麼找回快樂: 用

心理學療癒內心童年傷痕,不再依附

焦慮與人際迴避,做真正自己更找到

知己/李冬貴, 李聖植, 安夏陽合著; 陳

聖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0-45-5 (EPUB)  

宅媽花花遇到阿德勒/宅媽花花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57-5 

(EPUB)  

企業培訓遊戲大全/李德凱, 陳文武

編著 .-- 增訂五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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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, 11011 .-- 34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9-103-7 (平裝) NT$450  

全新新北市地圖/ .-- 再版第二刷 .-- 

新北市 : 金時代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78X10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36-

58-3 (全開防水單張) NT$250  

*企業資安裁罰案件分析: 深度解析

27 個實際案件,靈活運用資安策略/彭

偉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03-6 (PDF)  

*企業資安裁罰案件分析: 深度解析

27 個實際案件,靈活運用資安策略/彭

偉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07-4 (EPUB)  

因夢想而美麗: 陳俗蓉墨情山水澗水

墨畫輯. 2= Beautiful because of dreams/

陳俗蓉作 .-- 臺中市 : 蓉貴軒, 11009 .-

- 40 面 ; 28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729-1-8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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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77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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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78-0 (EPUB)  

有錢人都在實踐的財富教養學: 懂得

賺錢的大腦是靠後天訓練的!啟動致

富思維的 6 堂知識課/加谷珪一作; 許

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墨刻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645-7 (EPUB)  

老貓札記/老貓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00-4 (PDF)  

交響曲<<夢>> 工藤新の助: 作品四

十  樂 團 總 譜 = The conductor score 

Shinnosuke Kudo: symphony No.1 in B 

major ''Dream'' op.40/工藤新の助(羅浩

祐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亞文化, 

11009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317-3-1 (平裝) NT$500  

交響曲<<夢>> 工藤新の助: 作品四

十 管弦樂分譜= Orchestra part scores 

Shinnosuke Kudo: symphony No.1 in B 

major ''Dream'' op.40/工藤新の助(羅浩

祐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亞文化, 

11009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317-4-8 (平裝) NT$250  

男人 40+決勝關鍵睪固酮: 增肌、減

脂、強骨、添活力/簡邦平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2-4-0 (PDF)  

你也可以很幽默: 隨時隨地製造笑聲

的快樂說話術/馮國濤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8-57-5 (EPUB)  

*我也要當 YouTuber: 百萬粉絲網紅

不能說的秘密: 拍片、剪輯、直播與

宣傳實戰大揭密/鄧文淵總監製; 文

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71-5 (PDF)  

我已經忍你很久了!: 學會剛剛好的

生氣!八個真實故事讓你找回自我,不

爆 雷 也 不 再 忍 氣 吞 聲 / 姜 賢 植

(Nudasim), 崔恩惠著; 陳聖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80-44-8 

(EPUB)  

男女溝通使用說明書: 腦科學專家教

你這樣說話,溝通零壓力/黑川伊保子

著; 涂愫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

安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96-45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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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如 何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6-603-6 (EPUB)  

走出受傷的童年: 理解父母,在傷心

與怨恨中找到自由/蕾斯莉.里蘭.費

茲(Leslie Leyland Fields), 吉兒.哈伯德

(Jill Hubbard)著; 歐陽羽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啟示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32-5-7 (EPUB)  

沒有 Email 的世界: 過度溝通時代的

深 度 工 作 法 / 卡 爾 . 紐 波 特 (Cal 

Newport)著; 蕭美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45-9 (PDF)  

沒有 Email 的世界: 過度溝通時代的

深 度 工 作 法 / 卡 爾 . 紐 波 特 (Cal 

Newport)著; 蕭美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46-6 (EPUB)  

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,我說故事(暢銷

珍藏版)/王文靜作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63-7 (EPUB)  

別 再 用我 對你 的 愛 ,傷害我 : 啟 動

Mr.Right 雷達,兩性博士帶你好好談

一 場 戀 愛 / 瑪 倪 . 費 爾 曼 (Marni 

Feuerman)著; 游卉庭譯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57-6 (EPUB)  

走 在 世 界  我 的 時 尚 人 生 : Club 

Designer 創辦人高秋鴻的機遇選擇與

豐盛之旅/高秋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55-8 (PDF)  

走 在 世 界  我 的 時 尚 人 生 : Club 

Designer 創辦人高秋鴻的機遇選擇與

豐盛之旅/高秋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59-6 (EPUB)  

我如何思考基督教: 認識魯益師返璞

歸真的信仰 /魯益師(C. S. Lewis)作; 

徐成德譯  .-- 新北市  : 校園書房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8-891-7 (EPUB)  

完全解析 攝護腺肥大診治照護全書

(全彩圖解影音版 )/李祥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5-1-0 (PDF)  

沒你強的人,為何混得比你好?/毅冰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06-1-1 (PDF) NT$252  

沒你強的人,為何混得比你好?/毅冰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06-3-5 (EPUB) NT$252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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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: 尖端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51-1 (PDF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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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: 尖端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66-5 (EPUB)  

我的「現聲說法」: RBG 不恐龍大法

官 人 生 自 述 /露絲 .貝德 . 金斯 伯格

(Ruth Bader Ginsburg), 瑪麗.哈爾內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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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Mary Hartnett), 溫 蒂 .W. 威 廉 斯

(Wendy W. Williams)著; 游淑峰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4-0-8 

(EPUB)  

我的一簾柿餅: 陳郁如的食.味.情手

札. 1/陳郁如文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5-096-9 (EPUB)  

快門下的幸福樂章/李正德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, 

11011 .-- 156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538-1-0 (平裝) NT$380  

抄底大師鍊金絕學: 股市磨劍 30 年

的 12 堂高手課/郭泰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22-4 (EPUB)  

我的失智媽媽: 照顧失智家人,並好

好照顧自己/陸曉婭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06-259-1 (EPUB)  

你的自信,一定會改變你的人生/江映

雪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
版, 11010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793-4 (平裝) NT$380  

找到你的藝術家靈魂: 啟動你創造性

魔 法 的 實 用 指 南 / 麗 莎 . 康 頓 (Lisa 

Congdon)著; 官妍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06-3 (PDF)  

找到你的藝術家靈魂: 啟動你創造性

魔 法 的 實 用 指 南 / 麗 莎 . 康 頓 (Lisa 

Congdon)著; 官妍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07-0 (EPUB)  

我所知的三毛的撒哈拉/蔡適任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11-1 

(EPUB)  

我所知的三毛的撒哈拉/蔡適任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12-8 

(PDF)  

吳忠信日記(1957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
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
文化學社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6-22-8 (PDF)  

吳忠信日記(1957)/吳忠信原著; 王文

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
文化學社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6-26-6 (EPUB)  

吳忠信日記(1958-1959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23-5 (PDF)  

吳忠信日記(1958-1959)/吳忠信原著; 

王文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25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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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32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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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35-0 (EPUB)  

免疫系統全方位復原計畫: 從飲食、

壓力、腸道、肝臟四大途徑全面拯

救你的免疫系統/蘇珊.布魯(Susan S. 

Blum), 蜜雪兒 .班德(Michele Bender)

合著; 毛佩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如果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5-00-8 (EPUB)  

串流追劇宅英文: 道地流行用語、火

辣影劇議題/EZ TALK 編輯群, Judd 

Piggott, Jacob Roth 作; 許宇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59-2 (PDF)  

串流追劇宅英文: 道地流行用語、火

辣影劇議題/EZ TALK 編輯群, Judd 

Piggott, Jacob Roth 作; 許宇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95-64-6 

(EPUB)  

*沉思與行動: 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

學與文學教育/柯慶明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8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50-488-7 

(EPUB)  

我是貓/夏目漱石著; 劉子倩譯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61-2 (PDF)  

我是貓/夏目漱石著; 劉子倩譯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63-6 (EPUB)  

我們(反烏托邦三部曲)/尤金.薩米爾

欽(Yevgeny Zamyatin)作; 黃唯哲改編; 

王世緯, 王菀茹, 竺定誼, 林家麒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0 .-- 

約 1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9-529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99  

每個人都能是自己的生命療癒師: 正

觀善用澳洲花晶,覺查身體的真正問

題/趙采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96-58-2 (EPUB)  

抗氧化物的奇蹟: 常保年輕、健康與

活力/萊斯特派克(Lester Packer), 卡羅

科曼(Carol Colman)合著; 陳芳智譯 .-- 

修訂三版  .-- 臺北市  : 原水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22-8-8 (PDF) NT$245  

我們只想生一個: 1+1 等於 1,也很好/

孫桂菲, 趙建, 鄒舟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865-0 (EPUB)  

我們台灣人: 台灣國民性探討/盧世

祥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94-0-9 (PDF)  

作家命/郭強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聯合文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23-413-5 (PDF)  

每個孤獨的靈魂都值得被看見: 同類

自會循聲而來。/阿紫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15-4 (PDF)  

每個孤獨的靈魂都值得被看見: 同類

自會循聲而來。/阿紫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20-8 (EPUB)  

系統: 以週期化訓練為基礎,建立靈

活有效的課表設計系統,協助你的運

動員增進運動表現/強尼.帕克(Johnny 

Parker), 艾爾.米勒(Al Miller), 羅伯.帕

納列洛(Rob Panariello), 傑瑞米.霍爾

(Jeremy Hall)著; 徐國峰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臉譜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5-023-2 (EPUB)  

佛教的改革者 太虛/洪啟嵩, 黃啟霖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44-9-7 (EPUB)  

李崇建談冰山之渴望: 幸福的奧義/

李崇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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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6-261-4 (EPUB)  

我做專題研究,學會獨立思考!: 高中

生的專題研究方法/黃春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2-93-2 (PDF)  

助產實務健康照護/高千惠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16-5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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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4-21-9 (PDF)  

我超想要那個/吉竹伸介文.圖; 詹慕

如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71-2 

(EPUB)  

李登輝學 X 學李登輝: 台灣的時代精

神、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/董思齊主

編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釀 出 版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29-4 (EPUB)  

走路.回家: 小野寫給山海的生命之

歌/小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4-22-6 (PDF)  

*走過平坦人生的心靈之旅/葉志冠

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5-9-2 

(PDF) NT$260  

決愛后冠 . I, 誓約 /綺拉 .凱斯(Kiera 

Cass)著; 陳岡伯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61-3 (EPUB)  

投資常勝的致富態度/郭相俊(곽상준)

著; 杜彥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
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574-3 (PDF)  

投資常勝的致富態度/郭相俊(곽상준)

著; 杜彥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
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575-0 (EPUB)  

赤腳富豪鍊金術: 當代富商白手起家

啟示錄/趙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

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66-7 (EPUB)  

吸睛影劇直探人性: 法官寫給現代人

的 18 堂公民素養課/林孟皇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04-8 (EPUB)  

李歐和他的圈子: 美國畫廊教父卡斯

特里的一生/安妮.科恩-索拉爾(Annie 

Cohen-Solal)著; 王袁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04-9 (PDF)  

李歐和他的圈子: 美國畫廊教父卡斯

特里的一生/安妮.科恩-索拉爾(Annie 

Cohen-Solal)著; 王袁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05-6 (EPUB)  

快樂醫學/洛桑加參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48-0 (PDF)  

快樂醫學/洛桑加參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50-3 (EPUB)  

抗戰文學概說/王壽南等人著 .-- 臺北

市 : 文訊雜誌社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102-69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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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謝其濬作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298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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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謝其濬作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5-299-1 

(EPUB)  

抗戰時期文學史料/秦賢次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文訊雜誌社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102-72-1 (EPUB) 

NT$180  

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/蘇雪林等著 .-- 

臺北市 : 文訊雜誌社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102-73-8 (EPUB) 

NT$270  

身體: 最暢銷非虛構作家比爾布萊森

給擁有者的身體說明書/比爾.布萊森

(Bill Bryson)著; 沈台訓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啟明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12-8-4 (EPUB) 

NT$288  

受 : 陳欣琪藝術創作暨作品解析= 

Receive/陳欣琪作 .-- 新北市 : 陳欣琪, 

11009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75-6 (精裝)  

林氏家譜/林詞成著 .-- 初版二刷 .-- 

新北市 : 林詞成, 11010 .-- 24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68-8 (平裝) 

NT$800  

明公啟示錄: 帝王管理學與孝道文化: 

范明公孝經開講. 3/范明公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96-50-6 

(EPUB)  

股市之神: 是川銀藏投資準則與傳奇

一生/呂理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93-0 (PDF)  

股市之神: 是川銀藏投資準則與傳奇

一生/呂理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00-5 (EPUB)  

房市神秘客帶你看穿不動產裡的詐: 

買房路上,你必須懂的 31 個人性陷阱

/傅恪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5-642-4 (EPUB)  

來去滿洲: 滿洲國「虛與實」寫真/

王佐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25-7-1 (PDF)  

*來自心靈的智慧: 讓身心度個假/陳

依凡編著  .-- 臺北市  : 華志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87-2-2 (PDF) NT$260  

周而復始的傷心/渺渺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81-1 (PDF)  

周而復始的傷心/渺渺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83-5 (EPUB)  

法式麵包佐中國普洱: 吐槽跨國婚戀!

今 天你抓 狂了沒 有 ?/奇拉 .蘇拂來

著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釀 出 版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32-4 (EPUB)  

奔走在日光大道/三毛作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皇冠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3-3795-9 (PDF) NT$266  

性別島讀: 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

命暗語/謝宜安, 陳彥伃, 巴代, 洪郁如, 

吳佩珍, 蔡蕙頻, 張志樺, 王鈺婷, 黃

儀冠, 高鈺昌, 李淑君, 曾秀萍, 張俐

璇, 李癸雲, 紀大偉, 李欣倫, 謝欣芩, 

楊佳嫻, 翁智琦, 鄭芳婷, 葉佳怡作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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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鈺婷主編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15-3 

(PDF)  

性別島讀: 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

命暗語/謝宜安, 陳彥伃, 巴代, 洪郁如, 

吳佩珍, 蔡蕙頻, 張志樺, 王鈺婷, 黃

儀冠, 高鈺昌, 李淑君, 曾秀萍, 張俐

璇, 李癸雲, 紀大偉, 李欣倫, 謝欣芩, 

楊佳嫻, 翁智琦, 鄭芳婷, 葉佳怡作; 

王鈺婷主編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25-2 

(EPUB)  

念念/江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440-4 (PDF)  

念念/江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442-8 (EPUB)  

林姓主婦的家務事. 4, 觀念重建篇: 

一條龍餐桌 ,從家庭料理到副食品: 

影響深遠的飲食觀念 x 快速上手的

實務技巧/林姓主婦著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72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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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6-6-5 (EPUB)  

*阿岳和麗莎的假期= Alexander's and 

Lisa's holiday/杜岳作 .-- 臺北市 : 杜岳, 

11010 .-- 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53-4 (平裝) NT$100  

*取法哈佛 2.0: 時空交錯的哈佛法學

院學思之旅/李劍非, 黃海寧著 .-- 臺

北市 : 三民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4-7296-6 (EPUB)  

居服員對白: 王亞茹詩集/王亞茹作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531-7 

(EPUB)  

狗狗這樣吃不生病: 良心獸醫教你 46

道超簡單的手作健康狗料理,從營養

補充、調理體質到對症食療一本搞

定!/浴本涼子著; 胡汶廷譯 .-- 新北市 : 

蘋果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89-8-8 (EPUB)  

狗狗鮮食 DIY 食譜: 巴丁與麥克斯日

常餐 V 1.0/王怡心, 費鴻泰合著 .-- 臺

北 市  : 怡 星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75-7-2 (PDF) NT$30  

阿亮老師趣說臺灣歷史: 日治-民國/

莊典亮著; 也是牙籤繪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聚光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09-5-0 (PDF)  

林虹伶: 1st 寫真/林虹伶作 .-- 臺北市 : 

水靈文創, 11009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76-1-0 ( 平 裝 ) 

NT$520  

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/姜克實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

學社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6-21-1 (PDF)  

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/姜克實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

學社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6-24-2 (EPUB)  

東南亞語言、教學與文化國際論壇

論 文 集 . 2021= Proceedings on 2021 

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outheast 

Asian Languages,Teaching and Culture/

商貿外語學院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致理科大, 11009 .-- 20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6-3-8 (平裝) 

NT$350  

宗師、人師、經師 歐陽竟無/洪啟嵩, 

黃啟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

與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94-3-9 (EPUB)  

初級命學講義/韋千里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17-5 (PDF)  

初級俄語/陳兆麟編著 .-- 6 版 .-- 臺北

市 : 陳兆麟, 11009 .-- 37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30-5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初級會計學/李欣怡, 陳佳煇, 林鳳儀, 

王偉權, 余奕旻, 王麗幸, 高孟君, 潘

昭儀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35-6 (PDF)  

*東海新進教師手冊. 110 學年度/劉

珠利作  .-- 臺中市  : 東海圖書館 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48-093-6 (PDF)  

法哲學: 自然法研究/陳妙芬著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18-4 (PDF)  

法哲學: 自然法研究/陳妙芬著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28-3 (EPUB)  

依納爵教學法實踐指南: 折射型學習

/吳彰義(Johnny C. Go, SJ), 麗塔.安提

恩札(Rita J. Atienza)合著; 范明瑛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0-3 

(PDF)  

長笛好好玩: 長笛初級練習曲/林仁

斌, 陳惠湄, 翁倩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桃

園市 : 原笙國際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7-0-5 (平裝附

光碟片) NT$320  

依教奉行/妙祥法師講述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王堂宇, 11012 .-- 23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58-9 (平裝)  

*咖啡帝國: 勞動、剝削與資本主義,

一部全球貿易下的咖啡上癮史/奧古

斯丁.塞奇威克(Augustine Sedgewick)

著; 盧相如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

商務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5-3365-1 (EPUB)  

社區營造實務操作手冊/陳鯤生, 武

季亞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五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29-6 (PDF)  

法國藍帶的究極美味乳酪蛋糕&巧

克力蛋糕: 在家就能輕鬆做出風靡巴

黎的人氣新食感甜點 /高石紀子著; 

安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881-2 (EPUB)  

咖啡癮史: 從衣索匹亞到歐洲,從藥

物、祭品到日常飲品,揭開八百年的

咖啡文明史/史都華.李.艾倫(Stewart 

Lee Allen)著; 簡瑞宏譯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16-6 (PDF)  

咖啡癮史: 從衣索匹亞到歐洲,從藥

物、祭品到日常飲品,揭開八百年的

咖啡文明史/史都華.李.艾倫(Stewart 

Lee Allen)著; 簡瑞宏譯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19-7 (EPUB)  

卓越經營者與財務管理/顧惠忠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80-8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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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單簧管: 單簧管初級教本/宋威德

編著 .-- 再版 .-- 桃園市 : 原笙國際, 

11010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842-9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320  

知道了更有趣的人體解剖圖鑑/松本

佐保姬監修; あらいぴろよ漫畫; 童

小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882-9 (EPUB)  

知道了更有趣的微生物圖鑑/鈴木智

順著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883-6 (EPUB)  

服飾工藝製圖與設計管理應用/黃丹

怡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通用

設計應用發展協會, 11010 .-- 4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5-0-9 (平裝) 

NT$580  

雨過天青: 2016-2019 有你一起走的

婚姻平權攝影故事書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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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7-52-9 (EPUB)  

社會主義快來吧!: 皮凱提的二十一

世 紀 問 答 / 托 瑪 . 皮 凱 提 (Thomas 

Piketty)著; 陳郁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衛城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2-03-7 (PDF)  

爸媽別崩潰: 帶孩子不再焦頭爛額,

邱永林心理師的教養祕笈 /邱永林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7-91-6 (PDF)  

易經說減重很簡單: 減重名醫教你運

用易經的智慧,輕鬆達成減重的目標/

趙世晃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83-3 (EPUB)  

幸福彩繪: 許幸惠油彩.彩墨習作集= 

The art practices/許幸惠創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祥和文教基金會, 

11009 .-- 84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40-0-7 (精裝) NT$500  

*長壽新人生: 在人工智慧與高齡化

的未來,工作與生活的嶄新指南/林達.

葛瑞騰(Lynda Gratton), 安德魯.史考

特(Andrew J. Scott)著; 林曉欽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4-23-3 (PDF)  

幸福達人全攻略: 福長手冊/馮珮主
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10-8-0 (EPUB)  

阿爾薩斯最佳酒莊與葡萄酒購買指

南/劉永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9-358-3 (EPUB)  

表演藝術年鑑. 2020/黎家齊總編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2-401-8 (PDF)  

法輪大法各地講法/李洪志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8632-77-6 (第 1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8632-78-3 (第 1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8632-79-0 

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8632-

80-6 (第 15 冊:平裝)  

初學 Python 的第一本書: 從基本語法

到模組應用/林志瑜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34-885-5 (PDF)  

初學 Python 的第一本書: 從基本語法

到模組應用/林志瑜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34-887-9 (EPUB)  

周興立民歌作品系列: 民歌有韻: 新

校園民歌 21 世紀= A series of Dr. 

Hsing-Lih Chou’s campus folk songs: 

Songs of rhyme: Taiwan campus folk 

songs in the 21st century/周興立作詞作

曲; 楊清惠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楊清惠, 11010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376-3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初學者基礎重訓指南: 背部.手臂.腿

部.核心.臀部,5 大重點部位 X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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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546-0 (PDF)  

初學者基礎重訓指南: 背部.手臂.腿

部.核心.臀部,5 大重點部位 X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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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547-7 (EPUB)  

*治療高血壓就這麼簡單 /柯友輝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7-1-5 (PDF) 

NT$280  

物聯網實作: 深度學習應用篇/陸瑞

強, 廖裕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198-5 (PDF)  

芳療權威,日美台名師精選輯: 十二

經絡精油辨證療癒 芳香療法,對症輕

療癒全 170 種病痛速查,對症芳療全

醫典/鄭明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方言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480-51-6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389  

奇蹟開關: 改寫生命,掙脫束縛,讓想

像力、創造力源源不絕/哈利斯三世

(Harris III)著; 蔡孟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究竟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37-343-0 (EPUB)  

知識失業: 萬金油型、書呆子型、高

專業化型,你是哪一型?/康昱生, 柳術

軍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60-5 (EPUB)  

波蘭立陶宛自由旅行= An railpass trip 

on Poland & Lithuania/楊春龍文字.攝

影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采晴出版工

作室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702-9-3 (平裝) NT$398  

活力中臺.永續創新: 中臺科技大學

55 週年校慶專刊/邱仕冠主編 .-- 臺中

市 : 中臺科大, 11010 .-- 15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5351-5-1 (精裝) 

NT$500  

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. 二 000

年版/日常老和尚講述; 財團法人台

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95196-2-0 (全套:

平裝)  

英文片語輕鬆學: 和中式用法說再見,

英文道地不求人/李宇凡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7-86-2 (PDF)  

相 不 象 : 四 季 協 奏 曲 = Perception: 

concerto of seasons/陳加峯作 .-- 臺東

縣 : 陳加峯, 11009 .-- 56 面; 20X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89-6 (平裝)  

為什麼大家都來問我?只因受苦的人

想得更透徹/幡野廣志著; 黃詩婷譯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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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99-9 (PDF)  

為什麼我們要在意美國?: 從外交、

制度、 重大議題全面解析臺美關係/

美國臺灣觀測站 (US Taiwan Watch)

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26-9 (EPUB)  

為什麼我們要在意美國?: 從外交、

制度、重大議題全面解析臺美關係/

美國臺灣觀測站 (US Taiwan Watch)

著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16-0 (PDF)  

威尼斯/珍.莫里斯(Jan Morris)作; 鄭明

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29-2 (EPUB) NT$392  

信仰書店: 洪逸辰詩集/洪逸辰作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533-1 

(EPUB)  

香江神探福邇,字摩斯/莫理斯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14-9 (EPUB)  

看見自己說的話: 9 堂雙向思考練習,

解鎖你的對話力/褚士瑩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79-690-1 (EPUB)  

流利電話英語/張瑪麗, Doris Shetley

合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4-55-3 

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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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王念慈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12-2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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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王念慈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22-1 (EPUB)  

政府內部的吶喊: 香港公務員工運口

述史/梁寶龍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

銳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40-72-2 (EPUB)  

為往事勾微/李宜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易禧樂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343-2-9 (PDF)  

*思念的長河/三毛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皇冠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3-3805-5 (PDF) NT$225  

勇往直前衝衝衝!職場媽媽奮鬥記: 

雖然總是手忙腳亂,但我很喜歡現在

的自己/あい著; 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84-3 (EPUB)  

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. 二 0

二一年: 應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復中當

前的需要: 綱要附經文及職事信息摘

錄/水流職事站編; 財團法人臺灣福

音書房編輯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10 .-- 82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71-3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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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81-5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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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如

何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6-604-3 (EPUB)  

面相答客問. 第二集/沈全榮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8-90-3 (PDF)  

飛星紫微斗數命身十二宮詳解/顧祥

弘 編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鼎 文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2-18-2 (PDF)  

看哪,勇敢者/余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前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01-984-3 (PDF)  

看哪,勇敢者/余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前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01-985-0 (EPUB)  

品酒入門指南: 從歷史、釀製、品酒

到選購,帶你認識 101 個實用酒知識/

鄭菀儀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90-1 (EPUB)  

拴馬索/王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善

聞文化創意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99874-5-5 (PDF)  

拴馬索/王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善

聞文化創意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99874-6-2 (EPUB)  

香氣採集者: 從薰衣草、香草到澳洲

檀香與孟加拉沉香,法國香氛原料供

應商走遍全球,發掘品牌背後成就迷

人氣息的勞動者與風土面貌。/多明

尼克.侯柯(Dominique Roques)著; 韓書

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62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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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427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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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428-2 (EPUB)  

挑逗官能!紳士用語妄想寫真集/門嶋

淳史攝影; mintcrown 文; 陳識中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70-6 

(EPUB)  

為您服務: 米其林三星餐廳的待客之

道 /丹尼 .庫蒂雅德 (Denis Courtiade), 

卡蜜兒.賽亞(Camille Sayart)作; 林惠

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8-749-5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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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92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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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84-593-5 

(EPUB)  

美國福爾摩斯: 海因里希與催生鑑識

科學的經典案件/凱特.溫克勒.道森

(Kate Winkler Dawson)著; 張瓊懿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9-8-1 (PDF)  

美國福爾摩斯: 海因里希與催生鑑識

科學的經典案件/凱特.溫克勒.道森

(Kate Winkler Dawson)著; 張瓊懿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129-9-8 

(EPUB)  

重訪錢穆. 上冊/李帆, 黃兆強, 區志堅
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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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70-0 (EPUB)  

重訪錢穆. 下冊/李帆, 黃兆強, 區志堅
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
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79-3 (EPUB)  

*穿越 4.7 億公里的拜訪: 追尋跟著水

走的火星生命/李傑信(Mark Lee)作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7-355-5 

(EPUB)  

穿著 PRADA 的農婦/汪怡嘉著 .-- 臺

北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77-8 (EPUB)  

既然女人幸福操之在己,愛情又何必

隨緣/曾千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

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63-6 (EPUB)  

勇敢小壞 ,不再辛苦當好人才自由 :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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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53-0 (EPUB)  

南渡北歸: 南渡. 第一部/岳南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63-3 (PDF)  

南渡北歸: 南渡. 第一部/岳南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469-5 

(EPUB)  

南渡北歸: 南渡. 第二部/岳南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64-0 (PDF)  

南渡北歸: 南渡. 第二部/岳南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470-1 

(EPUB)  

南渡北歸: 離別. 第三部/岳南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65-7 (PDF)  

南渡北歸: 離別. 第三部/岳南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471-8 

(EPUB)  

英雄曲/里卡多.盧比奧(Ricardo Rubio)

著; 李魁賢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

威資訊科技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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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香港字: 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/董

啟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

文傳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1-00-8 (EPUB)  

*韭菜投資學: 0 失手投資規劃制訂

X7 戒律保本絕不再翻船 X8 要點培

養投資執行力/韋維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67-4 (EPUB)  

*香港現形記/傘下的人作 .-- 臺北市 : 

一人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951-6-6 (EPUB)  

威斯敏斯特信条研读本 /泰瑞 .詹森

(Terry L. Johnson)著; 荣怿真譯 .-- 初

版  .-- 臺中市  : 迦南翻譯出版社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391-7-1 (PDF) NT$350  

紀登斯給大家的 67 個社會學基本概

念/安東尼.紀登斯(Anthony Giddens), 

菲利普.薩頓(Philip W. Sutton)著; 李宗

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

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9-79-7 (PDF)  

紀登斯給大家的 67 個社會學基本概

念/安東尼.紀登斯(Anthony Giddens), 

菲利普.薩頓(Philip W. Sutton)著; 李宗

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

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9-80-3 (EPUB)  

品牌創業 4.0: 創業新時代,小資也能

輕鬆為王/高文振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約 142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46-4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NT$350  

*祇園香道用香工具書/蘇義哲著 .-- 

桃園市 : 蘇義哲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348-0 (EPUB)  

*祇園香道用香工具書/蘇義哲著 .-- 

桃園市 : 蘇義哲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364-0 (PDF)  

故意遺失/卡蓮.賀德(Karen Head)著; 

李魁賢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
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26-977-9 (EPUB)  

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

機/林玉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藝

創意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536-7-5 (EPUB)  

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

機/林玉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藝

創意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536-8-2 (PDF)  

建構高值化農產素材開發與產業鏈

結服務計畫: 2021 成果彙編手冊/蔡

偉皇, 郭俊緯, 林恒生, 王彤寧, 喬崇

益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農業

科技研究院, 11009 .-- 97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021-7-3 (平裝)  

建構高值化農產素材開發與產業鏈

結服務計畫: 成果彙編手冊. 2021/蔡

偉皇, 郭俊緯, 林恒生, 王彤寧, 喬崇

益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農業

科技研究院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06021-6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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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7-53-6 (EPUB)  

看圖學 C 語言與運算思維/陳會安編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15-8 (PDF)  

計算機概論: 科技新世界/全華研究

室, 王麗琴, 郭欣怡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16-5 (PDF)  

計算機概論: 資訊素養大補帖/趙坤

茂, 張雅惠, 黃俊穎, 黃寶萱著 .-- 十六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17-2 (PDF)  

相親 35 次,煩到離家出走逃去美國,

最後卻變成僧侶回來了!/英月著; 涂

紋凰譯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363-0 (EPUB)  

幽默力量大: 無往不利的談笑自如說

話術/焦玉英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

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64-3 (EPUB)  

幽默是態度更是技術: 你也能成為笑

聲製造機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8-65-0 (EPUB)  

風靡日本!華麗派塔/森映子著; 黃詩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68-2 (PDF)  

風靡日本!華麗派塔: 掌握美味配方,

創新三層口感,43 款超吸睛美味派塔

/森映子著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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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570-5 (EPUB)  

美麗新世界(反烏托邦三部曲)/阿道

斯.赫胥黎(Aldous Huxley)作; 黃唯哲

改編; 王世緯, 王菀茹, 竺定誼, 林家

麒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漫遊者文化 , 

11010 .-- 約 1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9-531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99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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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63-7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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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63-8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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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38-6 (PDF)  

校友微創紀實專刊-修平科技大學管

理學院: 養成創新創業的管理菁英/

孔繁珍編撰 .-- 臺中市 : 修平科大管

理學院, 11009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753-3-9 (平裝)  

原生質: 台灣當代藝術創作展/68 當

代著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 : 青葉彩色

印刷, 11009 .-- 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47-0-0 (平裝)  

狼老大的十堂管理課: 個人生存與團

隊管理的至尊法則/周增文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62-9 (EPUB)  

*租地種菜去照片選輯二/吳睿保作 .-

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博毓學園吳睿保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926-3-3 (PDF) NT$80  

海芋都是妳: 陳明克漢西雙語詩集/

陳明克著; 赫迪雅.嘉德霍姆(Khédija 

Gadhoum), 巫宛真, 維雷斯.武岳(Uriel 

Alberto Vélez Batista), Mariela Cordearo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80-9 (EPUB)  

原來貨櫃是這樣子啊!/小魯文化編輯

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3-25-7 (PDF)  

修法最前線 國民法官法/凌晨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9 .-- 14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30-

6 (平裝) NT$200  

海的聲音: 林鷺漢英西三語詩集/林

鷺 著 ; 黃 暖 婷 (Faustina Nuanting 

Huang), 戴茉莉(Emily Anna Deasy)英

譯, 秦佾(Chin Yi)西譯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26-981-6 (EPUB)  

書頁中的永恆: 書籍的歷史與流轉之

路/伊琳娜.瓦耶荷(Irene Vallejo)作; 范

湲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究 竟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7-346-1 (EPUB)  

高拜石說詩: 光宣詩壇點將錄斠註/

高拜石原著; 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74-6 (EPUB)  

高科技廠務/顏登通編著 .-- 五版 .-- 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21-9 (PDF)  

疾風勁草: 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最

後戰役 (1949-1950)/胡為真著 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6-27-3 (PDF)  

疾風勁草: 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最

後戰役 (1949-1950)/胡為真著 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6-28-0 (EPUB)  

家屋現在式: 家的面貌再定義/董淨

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裏路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980-8-9 (EPUB)  

病毒無公休: 陳秀珍詩集/陳秀珍作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534-8 

(EPUB)  

高效放鬆/木野村朱美著; 黃怡菁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06-2 

(PDF)  

高效放鬆/木野村朱美作; 黃怡菁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08-6 

(EPUB)  

家庭裡的對話練習: 張輝誠的薩提爾

實踐/張輝誠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5-102-7 (EPUB)  

高效學習者都在用的科學思維: 從笛

卡爾、達爾文、愛因斯坦等 18 位科

學家 ,培養屬於天才的思考 /姚建明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61-2 (EPUB)  

家庭藥師實務手冊/李依甄, 巫婷婷, 

吳璨宇, 林家宇, 林嘉恩, 洪秀麗, 郭

明錡, 張庭瑄, 連嘉豪, 楊尚恩, 楊淑

晴, 樊雪春, 劉曉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35-7 (PDF)  

泰國及泰北華文教育/黃通鎰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839-3-6 

(EPUB)  

馬敘倫自述: 我在六十歲以前/馬敘

倫原著; 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新銳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40-73-9 (EPUB)  

財務管理/李顯儀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36-3 (PDF)  

疼痛的身心地圖/石垣英俊著; 黃筱

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69-9 (PDF)  

疼痛的身心地圖/石垣英俊著; 黃筱

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71-2 (EPUB)  

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要義 /陳廷献

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63-0 

(PDF)  

高雄高爾夫俱樂部 60 週年紀念特刋

/金湘斌主編 .-- 高雄市 : 高雄高爾夫

俱樂部, 11010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78-0-0 (精裝)  

書歲月的臉: 2019 不可思議/林淑如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8-95-8 (PDF)  

旅遊英文一點通/鍾季霖著 .-- 新北

市 : 雅典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08-3-3 (PDF)  

海跳起,子彈婉轉/張耳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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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26-982-3 

(EPUB)  

神農脈經/鄺醒銳(玄元)編著 .-- 新北

市 : 中華道醫健康學會, 11011 .-- 20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1-0-

9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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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27-7 (EPUB)  

茶道道茶/耕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03-5 (PDF)  

海德格: 其人及其時代/呂迪格.薩弗

蘭斯基(Rüdiger Safranski)著; 連品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05-5 

(EPUB)  

秘魯僑教三十年見聞/袁頌安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839-4-3 

(EPUB)  

*神學旅人: 神學人的朝聖之旅/林鴻

信編著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885-6 

(EPUB)  

島嶼地景論文集/黃瑞茂著 .-- 新北

市 : 黃瑞茂, 11008 .-- 291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299-5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高獲利行銷實務課: 小公司及個人品

牌都應該知道的 B2B 集客密技/中野

道良著; 王美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886-7 (EPUB)  

珠寶設計原創繪本/蔡宜軒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96-52-0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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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181-7 (PDF)  

悅讀花蓮/廖高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

蓮縣 : 廖高仁, 11010 .-- 459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42-8 (平裝) 

NT$390  

酒 靈 . 織 路 = u lalan nu mita ku 

epah/Atomo Canglah 著 .-- 初版 .-- 花

蓮縣 : Atomo Canglah, 11009 .-- 175 面; 

21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50-

3 (平裝)  

從 4 件事學英文: 母語人士最常用的

生活單字/張瑩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捷徑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07-84-8 (PDF)  

偷刣豬的阿忠歐吉桑/邱傑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5-546-1 (EPUB)  

*第一次用 Word 寫論文就上手/黃聰

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2-973-9 (PDF)  

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. 3, 線性代

數/林振義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39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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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48-4-8 (PDF)  

第一次學機率就上手/林振義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08-1 (PDF)  

惟一最愛是你: 福音見證. 第二十一

集/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

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

書房, 11010 .-- 119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66-773-7 (平裝)  

康乃爾最經典的思考邏輯課(暢銷典

藏版): 避開六大謬誤,資訊時代必備

的理性判斷工具 /湯瑪斯 .吉洛維奇

(Thomas Gilovich)作; 林力敏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4-401-0 (EPUB)  

淨土宗的一代祖師 印光/洪啟嵩, 黃

啟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

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94-4-6 (EPUB)  

袋子麵包: 免烤箱、不沾手、不用揉

麵團,搖一搖就能做出美味麵包的懶

人烘焙法/梶晶子著; 賴芯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42-2 (PDF)  

淡水好生活成果報告: 2020 學習型城

鄉建構計畫/黃瑞茂著 .-- 新北市 : 黃

瑞茂, 11008 .-- 2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300-8 (平裝) NT$100  

眼不見危境= To sea or not to see/何文

安編輯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哇大創意

整合, 11009 .-- 6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26-1-6 (平裝) NT$400  

掙扎的貝類/煮雪的人作.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鏡文學, 11009 .-- 約 100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01-7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從內容到設計: 漸凍症病友智慧溝通

系統的人因設計: 多模態人機介面設

計/盧禎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實踐

大學工業產品系, 11009 .-- 153 面; 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29-418-1 (平裝)  

現代日本語の((Ｘ)動詞連用形)複合

語の連続性及び非典型性に関する

研究/葉秉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

良, 11009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54-28-5 (平裝) NT$600  

現代佛法十人: 楊仁山、太虛、歐陽

竟無、虛雲、弘一、印光、圓瑛、

呂澂、法尊、慈航/洪啟嵩, 黃啟霖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63-00-

2 (全套:平裝) NT$3800  

現代佛教之父 楊仁山/洪啟嵩, 黃啟

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94-1-5 (EPUB)  

這世界妖怪很多,受點傷使你更強大/

清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23-7-0 (PDF)  

這世界妖怪很多,受點傷使你更強大/

清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23-8-7 (EPUB)  

商用微積分/蔡旭琛編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38-7 (PDF)  

做自己,還是坐職升機?/郭艾珊著 .-- 

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21-5 (PDF)  

做自己,還是坐職升機?/郭艾珊著 .-- 

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22-2 (EPUB)  

做自己不委屈人際暢銷書套組/鄭明

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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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80-

54-7 (全套:平裝) NT$860  

帶她回家= The rainbow takes her home/

王蘭君文字; 童妍繪圖 .-- 初版 .-- 花

蓮市  : 慈濟科大 , 11010 .-- 35 面 ; 
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400-9-

4 (精裝) NT$500  

培育你的素養力!臺大、哈佛畢業生

拆解新課綱,打造最適合你的讀書攻

略/曾文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478-7 (PDF)  

培育你的素養力!臺大、哈佛畢業生

拆解新課綱,打造最適合你的讀書攻

略/曾文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482-4 (EPUB)  

教育家的智慧: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

會教育學講座選集/單文經, 黃光雄, 

黃宗顯, 黃昆輝, 黃政傑, 楊深坑, 歐

用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五南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186-2 (PDF)  

梅克爾傳: 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/凱

蒂.馬頓(Kati Marton)著; 廖月娟譯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31-8 (PDF)  

梅克爾傳: 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/凱

蒂.馬頓(Kati Marton)著; 廖月娟譯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33-2 (EPUB)  

*終於,還是愛了/陳文茜作.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8 .-- 約 233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05-9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20  

動物同性戀: 同性戀的自然史/芙樂

兒.荳潔(Fleur Daugey)著; 陳家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77-0 

(PDF)  

動物同性戀: 同性戀的自然史/芙樂

兒.荳潔(Fleur Daugey)著; 陳家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81-7 

(EPUB)  

動物們的青春: 從動物到人類,醫師

與動物行為學家打破物種隔閡,揭開

青少年時期的真正意義與祕密/芭芭

拉 . 奈 特 森 赫 洛 維 茲 (Barbara 

Natterson-Horowitz), 凱 瑟 琳 . 鮑 爾 斯

(Kathryn Bowers)著; 嚴麗娟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21-8 (EPUB)  

這些單字最常用!蜂巢式記憶法一網

打盡生活必備英文單字/曾韋婕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7-92-3 

(PDF)  

張宗賢純粹麥香經典歐法麵包/張宗

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22-5-7 (PDF)  

這些藥,不能一起吃: 遠離藥物交互

作用 110 例/花蓮慈濟醫院藥學部團

隊合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22-9-5 (PDF) NT$315  

堅持: 劉民和牧師的生命與事奉/劉

民和, 莫少珍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啟示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32-3-3 (EPUB)  

崇拜主礼指南 /泰瑞 .詹森 (Terry L. 

Johnson)著; 荣怿真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迦南翻譯出版社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91-8-8 (PDF) 

NT$390  

崇拜主禮指南 /泰瑞 .詹森 (Terry L. 

Johnson)著; 榮懌真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迦南翻譯出版社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91-9-5 (PDF) 

NT$390  

常客行銷: 消費者為何再次購買?銷

售如何持續不斷?/諾亞.弗雷明(Noah 

Fleming)著; 吳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日出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4-03-2 (EPUB)  

設計思考工具箱: 50 種策略應用大解

析,建構邏輯思維,打造貼近顧客需求

的 商 業 模 式 / 麥 可 . 路 里 克 (Michael 

Lewrick), 派翠克 .林克(Patrick Link), 

賴利 .萊 佛 (Larry Leifer)作 ; 朱崇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56-1 (PDF)  

設計思考工具箱: 50 種策略應用大解

析,建構邏輯思維,打造貼近顧客需求

的 商 業 模 式 / 麥 可 . 路 里 克 (Michael 

Lewrick), 派翠克 .林克(Patrick Link), 

賴利 .萊 佛 (Larry Leifer)作 ; 朱崇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61-5 (EPUB)  

野孩基地: 長出地方的歸屬感/董淨

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裏路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980-9-6 (EPUB)  

統計就是這麼輕鬆 R: AI 幫你寫好資

料分析/黃芳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36-4 (PDF)  

教室裡的牠們: 45 所學校校園犬的生

命故事/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, 

世界愛犬聯盟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動督盟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803-3-2 (PDF)  

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. 2022/陳宥潞編

著 .-- 新北市 : 陳宥潞, 11009 .-- 22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29-

9 (平裝) NT$250  

探索: 心理 e 師@2030/黃龍杰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張老師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93-957-0 (PDF)  

理財小白必修: 兩堂課讓你安全獲利 

套組二合一/陳雅如總編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068-7-3 (全套:平裝) 

NT$680  

這個世界需要你好好做自己: 揮別恐

懼,提升勇氣的 100 天練習/安妮.唐絲

(Annie F. Downs)著; 尤可欣譯 .-- 新

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32-6-4 (EPUB)  

國家如何反彈回升 /羅伯特 .普特南

(Robert D. Putnam), 夏 琳 . 蓋 瑞 特

(Shaylyn Romney Garrett)著 ; 陳信宏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03-3-8 (PDF)  

國家如何反彈回升 /羅伯特 .普特南

(Robert D. Putnam), 夏 琳 . 蓋 瑞 特

(Shaylyn Romney Garrett)著 ; 陳信宏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03-4-5 (EPUB)  

圈粉百萬的故事法則: 會說故事的人,

先成功!美國演說女王教你用十個簡

單祕訣抓住聽眾/唐娜.諾里斯(Dana 

Norris)著; 楊雯祺譯 .-- 新北市 : 財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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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56-0-9 (EPUB)  

動員的力量: 上海學潮的起源/陳以

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

化學社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6-16-7 (PDF)  

動員的力量: 上海學潮的起源/陳以

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

化學社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6-17-4 (EPUB)  

推拿師的解剖生理&伸展教科書/上

原健志著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楓書坊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7-729-8 (PDF)  

推拿師的解剖生理&伸展教科書/上

原健志著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楓書坊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7-730-4 (EPUB)  

這個詞,原來是這個意思(精選輯)/許

暉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麥 田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0-114-

2 (全套:平裝)  

連珠綴玉: 十一位女作家的筆墨生涯

/鄭明娳等著; 封德屏編著 .-- 臺北市 : 

文訊雜誌社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6102-71-4 (EPUB) 

NT$130  

專案管理輕鬆學: PMP 國際專案管理

師教戰寶典(適用 2020 新制考試.含

敏捷管理)/胡世雄, 江軍, 彭立言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15-9 

(EPUB)  

專案管理輕鬆學: PMP 國際專案管理

師教戰寶典(適用 2021 新制考試.含

敏捷管理)/胡世雄, 江軍, 彭立言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13-5 

(PDF)  

國家藝術聯盟「新銳獎」. 2021 年: 

水墨類優勝作品專輯/ .-- 新北市 : 國

家藝術聯盟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312-2-2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國家藝術聯盟「新銳獎」. 2021 年: 

西畫類優勝作品專輯/ .-- 新北市 : 國

家藝術聯盟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312-1-5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條條大路通電影/梁良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79-1 (EPUB)  

被晚安豢養的人/曉希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33-6 (PDF)  

被晚安豢養的人/曉希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436-7 (EPUB)  

晚清原來是這樣/金滿樓著; 陳玟玟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地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2-349-3 

(PDF)  

啟動高維意識量子場: 成為新人類的

高維人生指南/陳嘉堡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商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8-023-9 (EPUB)  

敏捷管理生存指南: 不是快,而是適

者生存/林裕丞(Yves)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翻滾海貍工作室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99514-4-9 

(EPUB)  

敏捷管理生存指南: 不是快,而是適

者生存/林裕丞(Yves)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翻滾海貍工作室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14-5-6 (PDF)  

清華大學薦讀書目/胡顯章主編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77-8 

(EPUB)  

造就自己吧= 자기를 만들어라/鄭明

析原文; 明言翻譯部翻譯 .-- 臺北市 : 

明人出版, 11010 .-- 216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957-8-1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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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58-2-3 (EPUB)  

透視數位攝影技巧. 4: 那些攝影老師

捨不得告訴你的祕密/Scott Kelby 著; 

林義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2-958-6 (PDF)  

商業入門: 創業贏家 8 大基本功、捉

住 客 戶 的 心 / 蘇 菲 柯 尼 (Sophie 

Cornish), 荷莉塔克(Holly Tucker), 松

野惠介著; 李康莉, 鄭景文, 謝佳玲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713-7-

7 (全套:平裝) NT$610  

從傳奇看唐代社會/劉瑛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秀威經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86-7-9 (EPUB)  

區塊鏈完全攻略指南: 區塊鏈是什麼?

會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和生活?/大

衛.史瑞爾(David L. Shrier)著; 鍾玉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494-7 (PDF)  

區塊鏈完全攻略指南: 區塊鏈是什麼?

會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和生活?/大

衛.史瑞爾(David L. Shrier)著; 鍾玉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01-2 (EPUB)  

張維中直送東京套書/張維中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06980-4-6 (全套:平裝) 

NT$700  

斜槓野男人/高朕慶著 .-- 臺北市 : 高

朕慶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54-1 (PDF) NT$280  

情緒說服操控密技: <<情緒行為操控

心理學>> + <<看穿內心情緒的行為

暗示心理學>> +<<攻心操控說服術

>>/鄭明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方言文化, 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480-52-3 (全套:平裝) NT$990  

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線上研討會論文

集. 2021 年= The proceeding of 2021 

Joint Conference on Medical Informatics 

in Taiwain/邱士華, 徐建業, 連中岳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醫學資

訊學會, 11009 .-- 258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449-0-8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1000  

*推銷在顧客說不時開始 /葉志冠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7-0-8 (PDF) 

NT$300  

情熱書店: 史上最偏心!書店店員的

東京獨立書店一手訪談 /池內佑介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小書房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263-2-0 (EPUB)  

這樣愛 就對了/李欣倫, 歐陽立中, 李

儀婷等著; 陳雪鳳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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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955-6-4 (平裝)  

這樣準備作品集!: 設計經紀人專業

指點 X 業界菁英不藏私分享/妃格.泰

勒(Fig Taylor)著; 呂奕欣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64-4 (EPUB)  

探險台灣: 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

旅(典藏紀念版)/鳥居龍藏原著; 楊南

郡譯註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遠流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01-9 (EPUB)  

票據法/林勝安, 闕廷諭, 王財驛著 .-- 

2 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38-6 (PDF)  

晨興聖言: 應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復中

當前的需要/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

編輯部編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福音書房, 11010 .-- 166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72-0 (平裝)  

國鎮/野夫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方

家園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72-4-8 (PDF)  

基礎生物學/王愛義, 朱于飛, 施科念, 

黃仲義, 蔡文翔, 鍾德磊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28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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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25-6-4 (PDF)  

*等人提拔,不如自己拿梯子往上爬: 

該懂卻沒人教,在企業裡成功向上的

三眉角/林宜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蔚藍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04-53-3 (EPUB)  

鄉土 愈親近愈幸福/夏婉雲, 陳愫儀, 

陳銘磻等著; 陳雪鳳主編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謳馨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5-7-1 (平裝)  

登山的意義: 現代登山發軔期之歐洲

思想家文選/詹偉雄主編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臉譜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5-027-0 (EPUB) 

NT$315  

鄉土與文學: 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

實錄/王浩威等著; 封德屏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文訊雜誌社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102-70-7 (EPUB) 

NT$360  

腎友川柳/黃柏軒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愛文社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298-7-1 (EPUB)  

*無以名狀、恐懼及貓的消失 /羽澄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74-6-2 (EPUB)  

鄉民的提早退休計畫/泰勒.雷利摩爾

(Taylor Larimore), 梅爾 .林道爾 (Mel 

Lindauer), 邁 克 爾 . 勒 伯 夫 (Michael 

LeBoeuf)著; 劉奕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68-8-0 (EPUB)  

鄉民的提早退休計畫(實踐版)/泰勒.

雷利摩爾(Taylor Larimore)著; 資湘萍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68-9-7 (EPUB)  

超有哏日文慣用語手冊: 邊讀邊笑超

好記!讓你一開口就像日本人一樣道

地/齋藤孝監修; 陳姵君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88-1 (EPUB)  

朝向漢語的邊陲: 當代詩敘論與導讀

/楊小濱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44-7 (EPUB)  

進步台灣: 七 0 年代起提倡的「改」

與「變」/高希均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10-3 (PDF) 

NT$375  

進步台灣: 七 0 年代起提倡的「改」

與「變」/高希均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16-5 (EPUB) 

NT$37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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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57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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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62-2 (EPUB)  

渣男滾邊去!婚姻律師教你如何不踩

雷,遠離致命關係/吳孟玲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48-7 (EPUB)  

趁你還記得: 醫生無法教的認知症非

藥物生活方式及有效照護方案,侍親

12 年心得筆記,兼顧生活品質與孝

道!/伊佳奇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25-8 (PDF)  

趁你還記得: 醫生無法教的認知症非

藥物生活方式及有效照護方案,侍親

12 年心得筆記,兼顧生活品質與孝

道!/伊佳奇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26-5 (EPUB)  

黑雨 /井伏鱒二著; 王華懋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15-9 (EPUB)  

植物神話與傳說: 101 種花草木果的

自然知識與傳奇故事/查爾斯.史金納

(Charles M. Skinner)原著; 曾盈慈譯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9-92-5 (EPUB)  

無所從來.亦無所去= Nowhere to come 

from and nowhere to go/陳加峯作 .-- 臺

東縣 : 陳加峯, 11009 .-- 54 面; 20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90-2 (平裝)  

開始遊西班牙說西語(西.英.中三語

版)/陳南妤著 .-- 第三版 .-- 臺中市 : 

晨星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9-85-7 (EPUB)  

琥珀色的空想汽譚/黒イ森著; 陳姵

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887-4 (EPUB)  

博奕事業經營管理: 以體驗理論為本

翻轉餐旅職場價值/陳永賓作 .-- 新北

市 : 建興文化, 11009 .-- 123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24-401-2 (平裝)  

喘息舒壓 景觀公路自駕旅: 說走就

走屬於照護者的兜風/楊為仁, 黃佳

琳文字記者; 吳東峻, 張書豪攝影記

者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宏碩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49-185-9 (PDF)  

超域心靈地圖: 回｢返｣山水之｢道｣: 

木末芙蓉花 2021 洪上翔創作個展= 

Transdisciplinary Mind Map: Back to the 

Dao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: 

Branch End Hibiscus Flowers 2021 Solo 

Exhibition of Hung Shang-Hsia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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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unshine)/洪上翔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糧光書坊, 11009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87-1-6 (平裝)  

超域心靈地圖: 回｢返｣山水之｢道｣: 

木末芙蓉花= Transdisciplinary Mind 

Map: Back to the Dao of Chinese 

Landscape Painting: Branch End 

Hibiscus Flowers/洪上翔作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糧光書坊, 11009 .-- 25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87-2-3 (平

裝)  

勞動基準法/陳旻沂著 .-- 10 版 .-- 臺

北市 : 書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1-239-3 (PDF)  

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. 第十四期/吳

俊杰等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梵

大學設計與創意學院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25-0-8 (PDF)  

植萃手工皂研究室: 天然調色香,全

家都好用!草圖設計 X 膚質選擇 X 精

油療效 X 配方比例,自然設計師的 39

款手作沐浴提案/利理林(ririrhim)著; 

林坤譯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9-9-5 

(EPUB)  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: 同善社章程/楊

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

文化, 11009 .-- 5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00-47-1 (平裝) NT$500  

創意入門: 用喜歡改變世界/原野守

弘著; 張雅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基因生活, 11011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14-0-2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給新手的圖像簡報會議技巧/久保田

麻美作; 劉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70-336-5 (PDF)  

給新手的圖像簡報會議技巧/久保田

麻美作; 劉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70-338-9 (EPUB)  

紫微斗數流年提要/梁湘潤, 梁天蘭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19-9 

(PDF)  

創業生態系統中的學研創業團隊發

展: 以科技部創業培育計畫所培育出

的起步期團隊為例/湯凱傑, 李可風, 

徐晏誼, 許薰方, 萬兆亞, 詹德譯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

心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19-308-8 (PDF)  

鄉愁在柳川古道/妍音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39-3 (EPUB)  

開塔見佛,以法相會: <<法華經.見寶

塔品>>與人生/釋悟因講授; 釋見鐻

主編 .-- 高雄市 : 香光莊嚴雜誌社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267-1-1 (PDF)  

紫微攻略. 4, 財富/大耕老師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53-1 (PDF)  

紫微攻略. 4, 財富/大耕老師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558-6 

(EPUB)  

創意遊戲節奏卡/崔麗君, 許珮玫, 楊

麗玲繪圖  .-- 臺北市  : 美育旺旺 , 

11010 .-- 21 面; 27X1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64-2-1 (精裝)  

創新與創業管理/林永禎, 賴文正, 劉

基欽, 林秀蓁, 王蓓茹, 高垂琮, 葉樹

正, 王勇懿, 郭芝辰, 杜建緯, 李雅筑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189-3 

(PDF)  

最新機器學習的教科書/伊藤真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44-7 

(PDF)  

間隙 : 寫給受折磨的你 /平路作 .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約

4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36-4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420 .-

- ISBN 978-957-13-9537-1 (線上有聲

書(MP3)) NT$420  

發酵吧!地方美味大冒險: 讓發酵文

化創造傳統產業新價值 /小倉拓著; 

雷鎮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

化實驗室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31-9-9 (PDF)  

鄉聞泰山/夏照軍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50-6 (EPUB)  

超圖解土壤、肥料的基礎知識&不

失敗製作法: 聰明培育土壤,打造作

物最愛的豐收菜園 /後藤逸男監修; 

張華英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9-98-7 (EPUB) NT$245  

筆墨長青: 十六位文壇耆宿/封德屏

等著; 文訊雜誌社主編 .-- 臺北市 : 文

訊雜誌社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102-77-6 (EPUB) NT$190  

智慧服務首部曲: 從探索餐旅體驗開

始/許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20-3 (PDF)  

智慧的薪傳: 十五位學界耆宿/邵世

光等著; 文訊雜誌社主編 .-- 臺北市 : 

文訊雜誌社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6102-76-9 (EPUB) 

NT$180  

*筋膜修復對症手療書: 圖解六大筋

膜變形模式,美國筋膜變形協會權威

親授;慢性疼痛、運動員、物理治療

師都適用!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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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0-48-6 (EPUB)  

短線散戶必修: 最強主力+最速脫魯,

大神炒股思維/陳雅如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9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95068-5-9 (全套:

平裝) NT$830  

喚醒世界: 女性和英勇女性特質經典

故事/艾倫.B.知念(Allan B. Chinen)著; 

舒偉, 丁素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天衛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90-546-1 (EPUB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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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

華品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1-52-8 (PDF)  

街頭詩: 葉飛 .杜揚詩選 /葉飛 .杜揚

(Efe Duyan)著; 李魁賢譯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26-986-1 (EPUB)  

童謠 100 首/麥書文化編輯部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麥書國際文化 , 

11010 .-- 12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629-5-7 (平裝)  

郵購、喬琪、虱目魚: 桂花飄香的南

瀛時光/艾莉雅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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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43-0 (EPUB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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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689-68-7 (EPUB)  

越嶺紀/王威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蔚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04-55-7 (EPUB)  

虛擬實境輕鬆入門: VR 遊戲 X 虛擬

醫療 X 智慧車 X 場景行銷/劉向東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6-84-6 (EPUB)  

虛擬實境應用發展動向與產品、市

場分析/林巧珍, 吳柏羲, 富士 Chimera

總研, NIKKEI ELECTRONICS 作 .-- 

臺北市 : 資策會產研所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40-1 (PDF)  

絣織紅縷: 紅樓夢與乾隆的十三道陰

影 / 馬 以 工 作  .-- 新 北 市  : 聯 經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10-8 (PDF)  

絣織紅縷: 紅樓夢與乾隆的十三道陰

影 / 馬 以 工 作  .-- 新 北 市  : 聯 經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20-7 (EPUB)  

惡魔噬食的靈魂: 北九州連續監禁虐

殺事件/豊田正義作; 黃耀進譯 .-- 臺

北市 : 凌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02-3-2 (EPUB)  

愛上名為「自己」的風景: 沒有人能

使你強大,那些能做的、想擁有的,都

是因為「獨自一人」而實現/李秉律

(이병률)作; 王品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58-5 (PDF)  

愛上名為「自己」的風景: 沒有人能

使你強大,那些能做的、想擁有的,都

是因為「獨自一人」而實現/李秉律

(이병률)作; 王品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63-9 (EPUB)  

當女孩成為貨幣 : 一位社會學家的

全球超富階級社交圈臥底報告,揭開

以性別、財富與階級不平等打造的

派對勞動產業赤裸真相/艾希莉.米爾

斯(Ashley Mears)著; 柯昀青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20-1 (EPUB)  

電子學實驗 . 上/陳瓊興編著  .-- 十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27-1 (PDF)  

歲月,莫不靜好: 從芒種到冬至/蔣勳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30-2 (PDF)  

歲月,莫不靜好: 從芒種到冬至/蔣勳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44-9 (EPUB)  

新 手 出 發 , 走 進 台 灣 步 道 小 旅 行

/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作 .-

- 修 訂 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墨 刻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650-1 (PDF)  

零公里: 我與幸福的距離/莫德.安卡

娃(Maud Ankaoua)著; 黃琪雯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08-8 (EPUB)  

當天使遺落聲音/羅菀榆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易禧樂學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3-1-2 (PDF)  

新日能試験予想問題集. N5/青山豊, 

青山美佳著; 国書日本語学校編 .-- 

第 2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新, 11010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1-212-

6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80  

暗天街綺想夜曲/壺也著; 蕭辰倢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89-8 

(EPUB)  

歲月無驚/蔣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31-9 (EPUB)  

歲月無驚: 小寒到秋分/蔣勳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42-5 (PDF)  

新文學運動史(中譯本)/文寶峰原著; 

李佩紋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
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26-987-8 (EPUB)  

新日檢 JLPT N1 合格模試/アスク出

版編集部編著; 謝宜君譯 .-- 新北市 : 

國際學村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4-181-2 (PDF)  

新日檢 JLPT N2 合格模試/アスク出

版編集部編著; 楊佩璇, 曾修政譯 .-- 

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11008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82-9 (PDF)  

新日檢 JLPT N3 合格模試/アスク出

版編集部編著; 劉芳英譯 .-- 新北市 : 

國際學村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4-183-6 (PDF)  

新日檢 N3 模擬試題+完全解析(QR 

Code 版)/こんどうともこ , 王愿琦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 , 

11010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0-41-6 (平裝) NT$380  

當代佛學的泰斗 呂澂/洪啟嵩, 黃啟

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94-8-4 (EPUB)  

當世界說不可能: 透析尼希米如何回

應使命與異象/陳志宏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道聲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00-385-3 (PDF)  

當代經濟學關鍵字 /藪下史郎監修; 

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0-337-2 (PDF)  

當代經濟學關鍵字 /藪下史郎監修; 

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0-339-6 (EPUB)  

當代繪畫創作暨兩岸教授學術聯展. 

2021/ .-- 新北市  : 國家藝 術聯 盟 , 

11010 .-- 1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312-3-9 (平裝) NT$1800  

新台灣精神: 林麗蟬從柬埔寨到台灣

的文化融合與在地耕耘/林麗蟬口述; 

李世偉採訪.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54-8 (PDF)  

新台灣精神: 林麗蟬從柬埔寨到台灣

的文化融合與在地耕耘/林麗蟬口述; 

李世偉採訪.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57-9 (EPUB)  

新竹三代同堂樂活遊: 深度人文自然

5 大玩法一次滿足/黃佳琳, 林宥銣, 

唐祖湘文字記者; 蔡孝如, 張家豪, 羅

紹華攝影記者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宏

碩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49-186-6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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煉老集: 讀茶地景書寫/羅菀榆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易禧樂學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3-3-6 

(PDF)  

極光飯糰課: 免基礎、零失敗的 100

道超人氣料理/極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圓神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33-793-7 (PDF)  

愛沙尼亞,解密全數位王國: 一張數

位身份證就能超越 GAFAM!從全球

首創雲端治理成功模式,解讀數位化

矛盾與未來/維歐蘭.尚波提耶.德.里

伯(Violaine Champetier de Ribes), 尚.斯

畢里(Jean Spiri)作; 李靖晴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55-6 (EPUB)  

當忍即忍,當狠則狠,人生不該撐著過

/林峰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22-6-4 (PDF)  

當忘記成為現實: 失智照護筆記/王

竹語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

誌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08-9 (PDF)  

當忘記成為現實: 失智照護筆記/王

竹語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

誌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09-6 (EPUB)  

遇見神農: 東吳資管系學生與士林神

農宮的邂逅/莊景竣, 林采臻, 黃星儒, 

蕭慧筠, 朱洺頡, 程平, 黃孟淳, 林宗

陞, 沈英裕, 高雋晏, 徐如怡, 薛威豪, 

蔣穎蓁, 盧冠翰, 蔡立中, 吳佩宸, 陳

嘉翔, 李仕遠, 張育豪, 陳巧玲, 鄭暐

瀚, 方晟皓, 陳羿嘉, 林昆樺, 陳炳璁, 

蔡忠叡, 丘宛玉, 陳怡勳, 曾蘘珺, 洪

仕育, 謝景峰, 唐宏碩, 李英鵬, 陳楷

文, 趙肅衫, 王偉霖, 莫諼, 郭乃瑄, 李

忠翰, 黃若愚, 陳煒翔, 陳泓安, 劉建

廷, 李承翰, 鐘晏琳, 余采蓓, 何惠翎, 

林知璇, 黃建嘉, 駱宣妤, 陳藺剛, 廖

正榮, 黃登祥, 洪亞辰, 劉晏禎, 李孟

築, 步大千, 劉㵟雅, 陳帆彬, 魏瑋伶, 

張芷瑜, 謝孟璋, 陳柏綸, 林沛杰, 游

媛媛, 吳彥鋒, 林柏辰[作] .-- 臺北市 : 

東吳大學人社院 USR 計畫, 11009 .-- 

51 面; 26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568-99-2 (平裝)  

葉甫蓋尼.奧涅金/亞歷山大.謝爾蓋

耶維奇.普希金(Алекса́нд

р Серге́евич Пу́шк

ин)作; 宋雲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啟明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12-4-6 (EPUB)  

*意志與命運: 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

綜論/樂蘅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大出版中心 , 11008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50-489-4 (EPUB)  

瑜伽練習者求生指南/張以昕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823-5-9 

(EPUB)  

跟我學 Access 2010/恩光技術團隊, 江

高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2-957-9 (PDF)  

解析 Codex 2020 年新版食品衛生一

般原則(包含 HACCP 與 GHP)及其在

台灣食品餐飲之應用/江易原, 林孟

昱, 許加和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軟體自由協會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2929-5-5 (PDF)  

愛妻省力便當/貝蒂做便當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03-1 (PDF)  

愛妻省力便當/貝蒂做便當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84-604-8 

(EPUB)  

*新知研討會羊隻飼養與營養線上研

討會. 110 年度/夏良宙主編 .-- 初版 .-

- 屏東縣 : 育宙農業生技, 11009 .-- 

175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774-8-7 (平裝)  

感性配享: 美學與政治/賈克.洪席耶

(Jacques Rancière)著; 楊成瀚, 關秀惠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09-3 

(EPUB)  

煩事問莊子: 苦苓的莊子讀書筆記/

苦苓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09 .-- 約 3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34-0 ( 線 上 有 聲 書

(WAV)) NT$340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35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4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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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0-193-0 (EPUB)  

零盲點思維: 8 個洞察習慣,幫你自動

跨越偏見,提升判斷能力/茱莉亞.蓋

勒芙(Julia Galef)著; 許玉意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98-720-8 

(EPUB)  

愛恨帝王家: 中國古代宮廷女性的愛

慾情仇 . 春秋戰國篇 /葉言都作 .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9 .-- 約

3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49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99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50-0 (線上有聲書

(WAV)) NT$399  

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/郝譽翔作; 盧

怡君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9 .-

- 約 57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7-99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*極度專注: 精準打造專屬你的最佳

學習模式/姚建明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868-1 (EPUB)  

道是無情卻有情: 當代文學作品論評

/李仕芬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
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26-985-4 (EPUB)  

當音樂響起,你想起誰/吳孟樵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77-7 

(EPUB)  

零負擔輕醣烘焙: 低油麵包 X 低脂披

薩 X 低卡點心,66 道超滿足輕食提案

/主婦之友社編著 ; 黃筱涵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893-5 

(EPUB)  

極品馥郁茶製甜點: 乳酪蛋糕、餅乾、

瑪德蓮......手感茶香好滋味/坂田阿

希子, 飯塚有紀子, 小堀紀代美, ムラ

ヨシマサユキ著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90-4 (EPUB)  

資料探勘與顧客分析: Modeler 應用/

陳耀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27-2 (PDF)  

當責/張文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
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00-0 (EPUB)  

*跨域&創新設計. 2021: 文化 x 創意 x

設 計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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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

Culture.Creativity.Design 2021/簡紹琦

總編輯 .-- 新竹市 : 竹宇印刷, 11009 .-

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56-3-2 (平裝) NT$400  

感情百物/張亦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48-6 (PDF)  

感情百物/張亦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49-3 (EPUB)  

傳統佛教的導航 圓瑛/洪啟嵩, 黃啟

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94-6-0 (EPUB)  

愛 情 的 哲 學 /理察 .大衛 . 普列 希特

(Richard David Precht)著; 闕旭玲譯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22-2 (EPUB)  

解密黑洞與人類未來/法爾克(Heino 

Falcke), 羅默(Jörg Römer)著; 姚若潔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13-4 (PDF)  

解密黑洞與人類未來/法爾克(Heino 

Falcke), 羅默(Jörg Römer)著; 姚若潔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18-9 (EPUB)  

詩情畫藝: 蔡瑞山油畫個展/陳宗騰

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康寧大學, 11009 .-

- 22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2673-9-7 (平裝)  

*愛教會到底?: 以神學視野反思教會

醜聞/謝木水著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8-888-7 (EPUB)  

過得還不錯的謊言/金理律著; 陳姿

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263-7 (PDF)  

腰痛治好,逆齡抗老靈活到老!: 伸展

運動 X 按摩體操,輕鬆擊退坐骨神經

痛、椎間盤突出等惱人宿疾/酒井慎

太郎著; 陳佩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892-8 (EPUB)  

媽媽!請妳看見我!/蔡沅達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94-4 (EPUB)  

傳誠: 台灣電聲推手廖祿立的人生思

索/傅瑋瓊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天下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36-3 (PDF)  

傳誠: 台灣電聲推手廖祿立的人生思

索/傅瑋瓊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見天下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41-7 (EPUB)  

新愛手冊初感染須知. 2021= Positive 

guidelines/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露德協會, 

11011 .-- 5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03-0-2 (平裝)  

詩想少年/林鷺, 陳秀珍, 楊淇竹編 .-- 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89-2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1, 創世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24-4-6 (PDF)  

聖經之鑰. 1, 創世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31-1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10, 撒母耳記. 下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27-4 (PDF)  

聖經之鑰. 10, 撒母耳記. 下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36-6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2, 出埃及記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24-5-3 (PDF)  

聖經之鑰. 2, 出埃及記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32-8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3, 利未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24-6-0 (PDF)  

聖經之鑰. 3, 利未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0-3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, 民數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24-7-7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, 民數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33-5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0, 馬太福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26-7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0, 馬太福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58-8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1, 馬可福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25-0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1, 馬可福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59-5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2, 路加福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24-3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2, 路加福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60-1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3, 約翰福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23-6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3, 約翰福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61-8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4, 使徒行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22-9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4, 使徒行傳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65-6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5, 羅馬書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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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21-2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5, 羅馬書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64-9 (EPUB)  

聖經之鑰 . 46, 哥林多前書 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20-5 (PDF)  

聖經之鑰 . 46, 哥林多前書 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67-0 (EPUB)  

聖經之鑰 . 47, 哥林多後書 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00-7 (PDF)  

聖經之鑰 . 47, 哥林多後書 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66-3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8, 加拉太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01-4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8, 加拉太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62-5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49, 以弗所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02-1 (PDF)  

聖經之鑰. 49, 以弗所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63-2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, 申命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24-8-4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, 申命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34-2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0, 腓利比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03-8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0, 腓利比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8-9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1, 歌羅西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04-5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1, 歌羅西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9-6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2, 帖撒羅尼迦前書/徐坤

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

媒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5-05-2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2, 帖撒羅尼迦前書/徐坤

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

媒中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5-57-1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3, 帖撒羅尼迦後書/徐坤

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

媒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5-06-9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3, 帖撒羅尼迦後書/徐坤

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

媒中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5-50-2 (EPUB)  

聖經之鑰 . 54, 提摩太前書 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07-6 (PDF)  

聖經之鑰 . 54, 提摩太前書 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51-9 (EPUB)  

聖經之鑰 . 55, 提摩太後書 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08-3 (PDF)  

聖經之鑰 . 55, 提摩太後書 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52-6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6, 提多書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09-0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6, 提多書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53-3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7, 腓利門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0-6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7, 腓利門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54-0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8, 希伯來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1-3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8, 希伯來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55-7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59, 雅各書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2-0 (PDF)  

聖經之鑰. 59, 雅各書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56-4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6, 約書亞記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24-9-1 (PDF)  

聖經之鑰. 6, 約書亞記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37-3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60, 彼得前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3-7 (PDF)  

聖經之鑰. 60, 彼得前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7-2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61, 彼得後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4-4 (PDF)  

聖經之鑰. 61, 彼得後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6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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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之鑰. 62, 約翰壹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5-1 (PDF)  

聖經之鑰. 62, 約翰壹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5-8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63, 約翰貳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9-9 (PDF)  

聖經之鑰. 63, 約翰貳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4-1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64, 約翰參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8-2 (PDF)  

聖經之鑰. 64, 約翰參書/徐坤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3-4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65, 猶大書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7-5 (PDF)  

聖經之鑰. 65, 猶大書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2-7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66, 啟示錄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16-8 (PDF)  

聖經之鑰. 66, 啟示錄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41-0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7, 士師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30-4 (PDF)  

聖經之鑰. 7, 士師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35-9 (EPUB)  

聖經之鑰. 8, 路得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29-8 (PDF)  

聖經之鑰. 8, 路得記/徐坤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5-39-7 (EPUB)  

聖經之鑰 . 9, 撒母耳記 . 上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28-1 (PDF)  

聖經之鑰 . 9, 撒母耳記 . 上/徐坤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粒麥子傳媒

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5-38-0 (EPUB)  

聖經和合本(大字)= The holy Bible/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聖經資源中心 , 

11010 .-- 15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30-2-9 (精裝儷皮壓紋索引-黑)  

遊戲式情緒教養魔法書: 教育現場也

適用!遊戲治療師專為 3-9 歲設計,101

種協助孩子克服焦慮、調節情緒、

促進連結的親子遊戲!/梅麗莎.拉維

尼(Melissa LaVigne)作; 談采薇, 楊雯

祺譯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10-3 

(EPUB)  

經濟學/戴錦周, 陳更生, 陳俊宏, 嚴宗

銘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37-0 (PDF)  

經濟學: INFOGRAPHICS 視覺資訊大

繪解/托馬斯.蘭姆格(Thomas Ramge), 

揚.史沃喬夫(Jan Schwochow)合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05-5 

(PDF)  

奧黛麗.赫本: 一個優雅的靈魂/西恩.

赫本.法拉(Sean Hepburn Ferrer)著; 莊

靖 譯  .-- 四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臉 譜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33-1 (PDF)  

極簡心理學: 走進 5 位心理學大師的

成長故事,揭開精神分析的神祕面紗/

月半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
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250-7 (PDF)  

解鎖財務自由人生: 華裔白手起家創

業行銷大師 Dan Lok 駱鋒,教你主動

掌控人生,引導你創造並享受屬於你

的財富與地位/駱鋒(Dan Lok)著; 林

祐丞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35-5-3 (PDF)  

解鎖財務自由人生: 華裔白手起家創

業行銷大師 Dan Lok 駱鋒,教你主動

掌控人生,引導你創造並享受屬於你

的財富與地位/駱鋒(Dan Lok)著; 林

祐丞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35-6-0 (EPUB)  

塔羅牌經典手冊: 跟著偉特進入塔羅

占卜的秘密花園/亞瑟.愛德華.偉特

(Arthur Edward Waite)原著; 曾新惠, 文

軒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67-4 (EPUB)  

解讀者: 讓閱讀進階,接軌真實情境

和真實問題/黃國珍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14-1 (PDF)  

解讀者: 讓閱讀進階,接軌真實情境

和真實問題/黃國珍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5-319-6 

(EPUB)  

獅 鷲的 天秤 : AOGACHOU 作 品集

/AOGACHOU 著; 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91-1 (EPUB)  

與父母相處不內傷: 擺脫心累,與年

邁爸媽和平共處的 70 個實用法則/保

坂隆著; 邱香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51-0 (PDF)  

與父母相處不內傷: 擺脫心累,與年

邁爸媽和平共處的 70 個實用法則/保

坂隆著; 邱香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452-7 (EPUB)  

實用民法物權/陳榮傳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188-6 (PDF)  

與世界一起變好: 北醫大實踐 SDGs

的故事/陳慧玲, 林惠君, 邵冰如, 彭漣

漪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35-6 (PDF) NT$338  

與世界一起變好: 北醫大實踐 SDGs

的故事/陳慧玲, 林惠君, 邵冰如, 彭漣

漪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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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40-0 (EPUB) NT$338  

厭世甜點店: 42 道拯救你厭世人生的

美味甜點/拿拿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545-3 (PDF)  

厭世甜點店: 42 道拯救你厭世人生的

美味甜點/拿拿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548-4 (EPUB)  

與皮爾高山一起祈禱 15 天/方濟.孔

恩(Francis Kohn)著; 辛憶卿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2-7 (PDF)  

種地書/蔡珠兒作; 鄭佳如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鏡文學, 11009 .-- 約 440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03-1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銀行員是怎麼存錢的?/崔民寧作; 林

倫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17-8 (PDF)  

銀行員是怎麼存錢的?/崔民寧作; 林

倫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19-2 (EPUB)  

漢字新論: 李牧談文說字選集/李牧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李牧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92-6 

(PDF)  

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. 3, 東突厥斯坦

的獨立未來/伊利夏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前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01-981-2 (PDF)  

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. 3, 東突厥斯坦

的獨立未來/伊利夏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前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01-982-9 (EPUB)  

認知覺醒: 開啟自我改變的原動力/

周嶺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發光體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48-0-2 (PDF)  

認知覺醒: 開啟自我改變的原動力/

周嶺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發光體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48-1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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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00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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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01-1 (EPUB)  

網頁設計手冊. 下, 網站開發案例實

作/高慧君, 魏仲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191-6 (PDF)  

閩南語音字分清楚. 1, 語言用字暨詞

彙分類/鄭安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43-2 (PDF)  

閩南語音字分清楚. 2, 類似音字暨多

音錯音/鄭安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44-9 (PDF)  

漸凍症病友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

試/盧禎慧, 張璐丹, 林沛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, 

11009 .-- 181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29-417-4 (平裝)  

漸凍症病友智慧溝通系統設計/盧禎

慧作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

系, 11009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29-416-7 (平裝)  

種族、偏見與歧視/蒲慕州, 艾斐然

(Philomena Essed), 高德維(David Theo 

Goldberg), 陳秀熙, 石富元作; 熊秉真, 

陳秀熙編; 黃咨玄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34-4 (PDF)  

種族、偏見與歧視/蒲慕州, 艾斐然

(Philomena Essed), 高德維(David Theo 

Goldberg), 陳秀熙, 石富元作; 熊秉真, 

陳秀熙編; 黃咨玄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35-1 (EPUB)  

盡 情享 受每 一天 (彩 色版 )/肖衛編

著 .-- 新北市 : 大拓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11-147-3 (PDF)  

*與婚姻有約: 成功學大師史蒂芬.柯

維寫給所有人的 7 大高效溝通法則/

史蒂芬.柯維(Stephen R. Covey), 珊卓.

柯維(Sandra M. Covey), 約翰.柯維(Dr. 

John M.R. Covey)合著; 羅亞琪譯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05-3364-4 

(EPUB)  

漫畫威士忌入門(暢銷紀念版): 單一

麥芽.純麥.調和,全方位的品賞指南/

古谷三敏著; 吳素華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9-353-8 (EPUB)  

精進思維: 讓每一次思考都能躍出框

架的人生增量心法/采銅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51-4 (PDF)  

精進修行 MP3 有聲書/聖嚴法師導

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 , 

11011 .-- 約 385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98-928-6 ( 有 聲 書 記 憶 卡 ) 

NT$790  

圖解 AI 與深度學習的運作機制/涌井

貞美著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894-2 (EPUB)  

圖解行銷學/戴國良著 .-- 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28-9 (PDF)  

*嘉義和阿里山的冒險= Adventures in 

Chiayi and Alishan/杜岳作 .-- 臺北市 : 

杜岳, 11010 .-- 40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312-1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精準表達、完美場控的誘導說服術/

樺旦純著; 羊恩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格致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93-4-2 (EPUB)  

圖解金匱要略/李家雄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38-8 (PDF)  

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/李錦楓, 李

明清, 張哲朗, 顏文義, 林志芳, 謝壽

山, 陳忠義, 鄭建益, 施泰嶽, 林慧美, 

顏文俊, 蔡育仁, 林連峯, 黃種華, 徐

能振, 吳澄武, 吳伯穗, 邵隆志, 尤俊

森 著  .-- 五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37-1 (PDF)  

圖解現代色彩學/陳鴻興, 蕭琇霙作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06-7 (PDF)  

圖解現行考銓制度/梅林著 .-- 二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190-9 (PDF)  

圖解國際標準驗證 ISO 9001:2015 實

務/林澤宏, 李孟樺, 孫政豊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25-8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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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解量子化學: 一本讀懂橫跨所有化

學領域的學問/齋藤勝裕著; 陳朕疆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896-6 (EPUB)  

精準減肥與慢性病全攻略: 全球第一

本連續血糖機完整技術全面公開/吳

佳樺(瑞莎), 李淑真(康妮)合著 .-- 臺

北市 : 吳佳樺, 11011 .-- 300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93-0 (平裝) 

NT$380  

說話辦事恰到好處/金澤南編著 .-- 第

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010 .-- 

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-

791-0 (平裝) NT$380  

精準激發顧客購買欲的數位行銷: 各

行各業適用!/西井敏恭著; 桓田楠末, 

SideRanch 漫畫; 陳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97-3 (EPUB)  

與對手共舞: 從小成就到大成功的通

關密碼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8-61-2 (EPUB)  

演說高手都是這樣練的: 歐陽立中的

40 堂魅力演說課/歐陽立中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44-6 (PDF) 

NT$225  

圖說演算法: 使用 Python/吳燦銘, 胡

昭民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14-2 (PDF)  

*圖說演算法: 使用 Python/吳燦銘, 胡

昭民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16-6 (EPUB)  

福爾摩沙飛向太空: 台灣太空科技發

展的軌跡/王季蘭採訪撰述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11-0 

(PDF)  

福爾摩沙飛向太空: 台灣太空科技發

展的軌跡/王季蘭採訪撰述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17-2 

(EPUB)  

*領導,轉型!別當整天瞎忙的主管: 揮

別老掉牙的 NG 管理方法,用全新思

維掌握企業未來!/藍迪, 王麗榮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66-7 

(EPUB)  

演講式英語=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

speeches/劉毅主編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

學習, 11010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1-464-7 (平裝) NT$480  

輕療癒: 超級食物精力湯,排毒防癌

抗三高/素人天然食研究會原作; 林

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09 .-- 約 24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44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80  

漢藏文化一肩挑 法尊/洪啟嵩, 黃啟

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94-2-2 (EPUB)  

* 輕 鬆 搞 定 商 業 簡 報 製 作 : 

PowerPoint(適用 2016 & 2019 版)/林文

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2-974-6 (PDF)  

輕鬆駕馭英語會議= English meetings/

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, 薛詠文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10 .-- 

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-

86-7 (平裝) NT$390  

輕鬆學&忘不了!告別死記硬背 圖解

英文字彙/刀祢雅彦著; 陳識中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895-9 

(EPUB)  

輕鬆學 Google 雲端應用/全華研究室, 

王麗琴, 郭欣怡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18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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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56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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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4-057-8 

(EPUB)  

臺灣 (Formosa)自治政府 (PAJF)參議

院成立大會議程: 米西太日帝臺島參

院四期/曾勁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曾勁元, 11009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339-8 (平裝)  

臺灣法政角力四十年: 尤清談美麗島

大審/尤清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

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26-988-5 (EPUB)  

臺灣重要社會事件的影響與後果/蔡

宏進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 : 方集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17-2 (EPUB)  

臺灣客語語法結構變異新論/賴文英

著 .-- 新竹市 :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70-15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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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詹美鈴著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11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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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詹美鈴著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21-4 (EPUB)  

臺灣漫遊記: 遊記攝影專輯/蕭霖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05-9 

(PDF)  

寫,在動畫製作之前: 動畫短片劇本

寫作/魏嘉宏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

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26-4 (PDF)  

誰又在跟煩惱徹夜談心: 告別憂鬱,

找回曾經快樂的那個你/陳德軍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85-3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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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843-8 (EPUB)  

請不要阻止我彈鋼琴. 2: 發展音樂感

的 動 覺 教 材 = Don't stop me from 

playing the piano. 2: for musical 

kinesthesia development/徐珮菡, 劉佳

傑策劃 .-- 臺北市 : 劉佳傑, 11009 .-- 

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04-6 (平裝) NT$220  

養生要植根.治病要除根(全彩圖解暢

銷珍藏版): 抗病防癌的 365 則生活小

細節大關鍵/何顯亮著 .-- 三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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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75-3-4 (PDF)  

儀式魔法全書. 上冊/隆.麥羅.杜奎特, 

大衛.修梅克作; 邱俊銘, 羅亞琪, 邱鈺

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61-7 (PDF)  

儀式魔法全書. 下冊/隆.麥羅.杜奎特, 

大衛.修梅克作; 邱俊銘, 羅亞琪, 邱鈺

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62-4 (PDF)  

儀式魔法全書. 上冊/隆.麥羅.杜奎特, 

大衛.修梅克作; 邱俊銘, 羅亞琪, 邱鈺

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64-8 (EPUB)  

儀式魔法全書. 下冊/隆.麥羅.杜奎特, 

大衛.修梅克作; 邱俊銘, 羅亞琪, 邱鈺

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65-5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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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好人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05-4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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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好人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05-5-2 (EPUB)  

數 位 轉 型 化 育 者 . II= Digital 

transformation enabler from experiments 

to ecosystem/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

會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資策會 , 

11009 .-- 21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81-839-5 (平裝) NT$360  

靠近 Wico: 林嘉威個人寫真/林嘉威

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

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178-8 (平裝)  

質性研究: 設計與計畫撰寫/Catherine 

Marshall, Gretchen B. Rossman 著; 李政

賢 譯  .-- 三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15-9 (PDF)  

質性研究法進階探索: 換一副透鏡看

世界/張芬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23-4 (PDF)  

調香: 第一堂精油香氛課,打造 10 秒

讓人印象深刻的氣味魅力學/毛彥芬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45-6 (EPUB) NT$266  

審美的政治: 英國藝術運動的十個瞬

間/郭婷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
訊科技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26-968-7 (EPUB)  

價值投資高手必備: 華爾街專家頂尖

投資思維 套組二合一 /陳雅如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 , 

11009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068-6-

6 (全套:平裝) NT$7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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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15-6 (EPUB)  

請問覺醒/宇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書坊文化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77-731-1 (PDF)  

請問覺醒/宇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書坊文化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77-732-8 (EPUB)  

摩訶婆羅多的故事 (完整圖文故事

版): 印度神話學家帶你讀懂經典史

詩/德杜特.帕塔納克(Devdutt Pattanaik)

著.繪; 余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地平線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95084-0-2 (PDF)  

億萬富翁的成功習慣: 通往財務自由

與 高 成 就 之 路 / 狄 恩 . 葛 雷 茲 歐 西

(Dean Graziosi)著; 張家綺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51-4 (PDF)  

億萬富翁的成功習慣: 通往財務自由

與 高 成 就 之 路 / 狄 恩 . 葛 雷 茲 歐 西

(Dean Graziosi)著; 張家綺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59-0 (EPUB)  

質感對話課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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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23-1 (EPUB)  

適腦學習: 5 種「腦型」,11 種「專屬

學習法」,成績無痛直升!/丹尼爾.亞

曼(Daniel G. Amen)著; 陳佳伶譯 .-- 臺
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658-660-6 (EPUB)  

銳實力製造機: 中國在香港、台灣、

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/方志恒, 吳

介民, 黎安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左岸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51-8-0 (PDF)  

銳實力製造機: 中國在香港、台灣、

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/方志恒, 吳

介民, 黎安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左岸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51-9-7 (EPUB)  

蝴蝶效應: 看似無足輕重的小細節,

往往是左右大局成敗的關鍵起點/石

山水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60-5 (EPUB)  

蝴蝶效應: 微微拍動,便能翻轉人生

的 55 條心理學提示/志晶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06-7 (PDF)  

蝴蝶效應: 微微拍動,便能翻轉人生

的 55 條心理學提示/志晶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07-4 (EPUB)  

慧劍斬凡塵的勇士 弘一/洪啟嵩, 黃

啟霖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

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94-7-7 (EPUB)  

緘默的病人/艾力克斯.麥可利迪斯作; 

吳宗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
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41-457-1 (EPUB)  

數學這樣學: 國小數學感學習六年級

/李源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192-3 (PDF)  

數學這樣學: 國小數學感學習五年級

/李源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11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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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24-1 (PDF)  

影癒心事. 2: 他的家庭你的傷痕,心

理師陪你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/黃柏

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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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46-3 (PDF)  

影癒心事. 2: 他的家庭你的傷痕,心

理師陪你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/黃柏

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52-4 (EPUB)  

澄懷新境: 2021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

會員聯展= 2021 Taiwan International 

Watercolor Association Exhibition/林仁

山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臺灣國際水彩

畫協會, 11009 .-- 108 面; 26X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24-0-9 ( 精 裝 ) 

NT$900  

樂齡志工.創造耆蹟: 高齡者志願服

務的推展/葉至誠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26-971-7 (EPUB)  

閱讀素養大表現: 兒童讀書會與班級

共讀/林美琴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

衛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90-548-5 (EPUB)  

噢!原來如此 有趣的天文學/李昫岱

著; Jozy 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

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8-745-7 (EPUB) NT$315  

靜力學/曾彦魁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20-2 (PDF)  

*憨山大師註: 老子道德經. 第四冊/

圓暘法師作 .-- 屏東縣 : 一真講堂, 

11009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3242-3-6 (平裝)  

親子玩耍山海兜遊: 大人小孩敞開心

胸享受純樸人情味/陳佑瑄, 曹沛雯, 

曹憶雯, Cindy, 蔡孝如, 張書豪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宏碩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9-188-0 

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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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伊頓作; 卓妙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24-8 (EPUB)  

歷史的轉換期. III, 750 年: 普遍世界

的鼎立  /三浦徹編; 黃健育譯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05-3367-5 

(EPUB)  

歷史學的探究與實作操作手冊/陳建

守, 韓承樺, 張育甄, 萬雅筑作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05-3371-2 

(EPUB)  

*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: 從

環境、氣候到貿易網絡,全球視野下

的中國史/岡本隆司著; 侯紀安譯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05-3363-7 

(EPUB)  

戰地春夢. 中/厄尼斯特.海明威原作; 

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09 .-- 約 20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43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戰爭: 暴力、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

類 與 社 會 / 瑪 格 蕾 特 . 麥 克 米 蘭

(Margaret MacMillan)著; 曹嬿恆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17-8 (PDF)  

憲法學的新視野. 三, 基本權利/張嘉

尹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16-6 (PDF)  

澳洲認真使用須知: 一枚資深澳客的

真情分析與不完全採樣 /二花小姐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17-3 (PDF)  

澳洲認真使用須知: 一枚資深澳客的

真情分析與不完全採樣 /二花小姐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20-3 (EPUB)  

盧恩符文初學指南/喬森.西蒙作; 廖

世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63-1 (PDF)  

盧恩符文初學指南/喬森.西蒙作; 廖

世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66-2 (EPUB)  

鮑魚不是魚!?來自海洋生物的新鮮

冷知識/海魚達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8-59-9 (EPUB)  

學習不會背叛你: 首爾大學畢業生最

受用的一堂課/金英敏(김영민)著; 游

芯歆譯 .-- 臺北市 : 先覺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134-400-3 

(EPUB)  

機械製造/簡文通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19-6 (PDF)  

機械製造/林英明, 卓漢明, 林彥伶編

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39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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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62-0 (EPUB)  

凝視優雅: 細說端詳優雅的美好本質、

姿態與日常 /莎拉 .考夫曼 (Sarah L. 

Kaufman)著; 郭寶蓮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奇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78-5-9 (PDF)  

凝視優雅: 細說端詳優雅的美好本質、

姿態與日常 /莎拉 .考夫曼 (Sarah L. 

Kaufman)著; 郭寶蓮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奇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78-6-6 (EPUB)  

樸園文存/朱省齋原著; 蔡登山主編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76-0 

(EPUB)  

親愛的 6c 精神科書寫/周牛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5-538-6 (EPUB)  

親愛的股東: 巴菲特、貝佐斯與 20

位高績效執行長的經營智慧/勞倫斯.

康寧漢(Lawrence A. Cunningham)著; 

陳重亨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
天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02-8 (PDF)  

親愛的股東: 巴菲特、貝佐斯與 20

位高績效執行長的經營智慧/勞倫斯.

康寧漢(Lawrence A. Cunningham)著; 

陳重亨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
天下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03-5 (EPUB)  

親 愛 的 圖 書 館 / 蘇 珊 . 歐 琳 (Susan 

Orlean)著; 宋瑛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08-1 (PDF)  

親 愛 的 圖 書 館 / 蘇 珊 . 歐 琳 (Susan 

Orlean)著; 宋瑛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10-4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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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器學習算法實踐: 推薦系統的協同

過濾理論及其應用/王建芳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86-78-5 

(EPUB)  

選擇權 36 課: 基本知識與實戰策略/

王偉, 李遒, 何劍橋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79-2 (EPUB)  

學霸斜槓 plus 魯蛇逆襲/簡單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24-4 (PDF)  

學霸斜槓 plus 魯蛇逆襲/簡單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25-1 (EPUB)  

應用雲端服務於客服管理平台實踐

前瞻計畫數位建設/周棟祥作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周棟祥, 11011 .-- 46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26-

8 (平裝)  

聯合報 70 年: 1951-2021/黃年, 羅國俊, 

王麗美, 項國寧, 沈珮君, 游美月, 蕭

衡倩, 范凌嘉, 何振忠, 游其昌, 林秀

姿, 蔡惠萍, 熊迺祺, 梁玉芳, 許俊偉, 

熊迺群, 林修全, 林以君, 林琳文, 施

淑妙, 張幼梅, 陳玉昭, 林載爵, 鄭瑜

雯, 楊堤雅, 王茂臻, 何智綺, 張立, 洪

淑惠, 吳貞瑩, 陳易辰, 李彥甫, 李佳

諭, 王凌華, 林政忠, 汪莉絹, 李春, 錢

欽青, 顏甫珉, 黃仕揚, 彭素娟, 何雅

玲, 廖武田, 胡國桄, 江中明, 劉玉玫, 

魏忻忻, 潘如瑩, 陳皓嬿, 楊淑閔, 徐

柏棻, 胡幼鳳, 張加, 劉學聖, 唐秀麗, 

曾清淡, 潘正德, 鄭朝陽, 方桃忠撰著; 

沈珮君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合

報公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35-19-1 (PDF) NT$980  

*聯合報 70 年: 1951-2021/黃年, 羅國

俊, 王麗美, 項國寧, 沈珮君, 游美月, 

蕭衡倩, 范凌嘉, 何振忠, 游其昌, 林

秀姿, 蔡惠萍, 熊迺祺, 梁玉芳, 許俊

偉, 熊迺群, 林修全, 林以君, 林琳文, 

施淑妙, 張幼梅, 陳玉昭, 林載爵, 鄭

瑜雯, 楊堤雅, 王茂臻, 何智綺, 張立, 

洪淑惠, 吳貞瑩, 陳易辰, 李彥甫, 李

佳諭, 王凌華, 林政忠, 汪莉絹, 李春, 

錢欽青, 顏甫珉, 黃仕揚, 彭素娟, 何

雅玲, 廖武田, 胡國桄, 江中明, 劉玉

玫, 魏忻忻, 潘如瑩, 陳皓嬿, 楊淑閔, 

徐柏棻, 胡幼鳳, 張加, 劉學聖, 唐秀

麗, 曾清淡, 潘正德, 鄭朝陽, 方桃忠

撰著; 沈珮君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合報公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7035-20-7 (EPUB) 

NT$980  

臨床創新: 從點子到創新具體化的第

一本書/吳明峰, 吳杰亮, 沈祖望, 林世

永, 莊家峰, 溫志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59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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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11-7 (EPUB)  

謝佳見: 臨界之地 Land Boundary/謝

佳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48-1 (PDF)  

謝佳見: 臨界之地 Land Boundary/謝

佳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163-4 (EPUB)  

聰明的人,不會用心情處理事情/南懷

真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
版, 11010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792-7 (平裝) NT$380  

禪宗的傳燈者 虛雲/洪啟嵩, 黃啟霖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94-5-3 (EPUB)  

聰明思考: 大師教你 100 多種關於生

活、財富、職場、人生的智慧推論

心智工具,讓人做出正確抉擇/李查.

尼茲比(Richard Nisbett)著; 陳映廷, 謝

孟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遠流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09-5 (EPUB)  

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/黃怡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10-4 (PDF)  

避疫書信選: 從抱月樓到潛學齋/李

保陽, 孫康宜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83-0 (EPUB)  

績效管理: 從今天開始高績效: 多種

產業 X 豐富實例 X 大量圖表 X 實戰

經驗/胡勁松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862-9 (EPUB)  

擱淺的 Blue Whale/X.H 夜月獨步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12-8 

(PDF)  

繆斯之眼/馮冬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6-984-7 (EPUB)  

隱喻的領導力/彼得.蕭(Peter Shaw)著; 

黃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本事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9121-98-9 (EPUB) NT$249  

瞬間讀懂對方的心理密碼 /陶然編
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

11010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9-790-3 (平裝) NT$380  

韓 語 因 果 關 係 接 續 表 現 研 究 = 

한국어 인과관계 표현 연구/朴炳善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 , 

11009 .-- 21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0-45-4 (平裝) NT$1000  

*環境污染=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/

杜岳作 .-- 臺北市 : 杜岳, 11009 .-- 2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86-

2 (平裝) NT$50  

營養學實驗講義/劉黃惠珠編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中市 : 恒宏文化, 11009 .-- 

232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8554-1-0 (平裝)  

邃古的寧靜/葉含氤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37-9 (EPUB)  

獵巫行動: 那些被封存的迫害史/奈

傑爾.考索恩(Nigel Cawthorne)著; 聞

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大旗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63-0-8 (PDF)  

藍眼淚之戀/何金珠作 .-- 新北市 : 光

輝影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2-02-7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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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2-92-5 (EPUB)  

職場即後宮: <<甄嬛傳>>教會我的

辦公室賤招/勁飛, 高焱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達觀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8-58-2 (EPUB)  

簡單致富: 輕鬆達到財務自由,享受

富裕自由人生的路線圖/吉姆.柯林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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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; 吳宗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
天出版國際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57-741-456-4 (EPUB)  

簡單做就好吃: 夾餡餅乾/陳佳琪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89-637-2 

(EPUB)  

簡單做就好吃: 香脆餅乾/陳佳琪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89-638-9 

(EPUB)  

簡單做就好吃: 造型餅乾/陳佳琪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89-639-6 

(EPUB)  

簡單做就好吃: 酥鬆餅乾/陳佳琪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89-643-3 

(EPUB)  

簡單做就好吃: 薄巧餅乾/陳佳琪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89-641-9 

(EPUB)  

簡單做就好吃: 擠花餅乾/陳佳琪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89-642-6 

(EPUB)  

簡單做就好吃: 鹹甜餅乾/陳佳琪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89-640-2 

(EPUB)  

職場經濟學: 東海經濟 65 周年紀念/

劉宗聖, 王翊全, 劉佩雯, 吳孟庭, 朱

震文, 張明珠合著 .-- 臺北市 : 劉宗聖, 

11010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69-5 (平裝) NT$410  

薩提爾的親子對話: 每個孩子,都是

我們的孩子/李儀婷作.朗讀 .-- 臺北
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9 .-- 約 18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34-9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50  

簡單讀懂 25 本管理學經典: 彼得.杜

拉克 X 史賓賽.強森 X 諾斯古德.帕金

森 X 查爾斯.漢迪/徐博年, 李偉編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63-6 (EPUB)  

翻轉你的數學腦: 數學如何改變我們

的 生 活 / 斯 蒂 芬 . 布 伊 斯 曼 (Stefan 

Buijsman)著; 胡守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75-6 (PDF)  

翻轉你的數學腦: 數學如何改變我們

的 生 活 / 斯 蒂 芬 . 布 伊 斯 曼 (Stefan 

Buijsman)著; 胡守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479-4 (EPUB)  

翻翻樂= The multi-tasking handbook: 

brain virtuosity before your 1st piano 

lesson/Joseph Reiser 作 .-- 臺北市 : 美

育旺旺, 11010 .-- 12 面; 30X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64-1-4 (精裝)  

藝文與環境: 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

查實錄/封德屏等著; 文訊雜誌社主

編 .-- 臺北市 : 文訊雜誌社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02-78-3 

(EPUB) NT$520  

願你擁有一張不好欺負的臉/慕容素

衣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1-525-2 (PDF)  

藝苑談往/朱省齋原著; 蔡登山主編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75-3 

(EPUB)  

*霧峰向日葵家園服務與感恩志工研

習活動教材/吳佳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霧峰向日葵家園, 11009 .-- 27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8-6-

8 (平裝) NT$500  

願 望 煉 金 術 / 珍 娜 維 弗 . 貝 倫 德

(Geneviève Behrend)作 ; 林許迦恆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9 .-- 約

14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

41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80  

簾幕/米蘭.昆德拉(Milan Kundera)著; 

翁尚均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

3802-4 (PDF)  

懷璞琴譜. 卷二/劉育瑄編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劉育瑄, 11009 .-- 3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295-7 (平裝)  

曠濟三界 海納十方: 陳俊吉水陸畫

之千年風華再現變相圖/陳俊吉作 .-- 

南 投 縣  : 國 際 佛 教 法 林 基 金 會 , 

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05-0-3 (平裝) NT$200  

寶石鑑賞全書: 專業鑑定師教你認識

寶石種類、特性、鑑賞方法與選購

指南/朱倖誼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積

木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9-356-9 (PDF)  

蘇怡寧醫師愛碎念. 2: 破除孕產迷信 

打擊偽科學/蘇怡寧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水靈文創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76-3-4 (PDF)  

蘇怡寧醫師愛碎念. 2: 破除孕產迷信 

打擊偽科學/蘇怡寧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水靈文創, 11008 .-- 18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46-8-7 (平裝

簽名版) NT$380  

覺路/妙祥法師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王堂宇, 11012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59-6 (平裝)  

*護理理論與實務應用/杜友蘭作 .-- 

四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22-1 (PDF)  

讀出歷史的內心戲: 從六大角度綜觀

千年中國史,理解人物的行為和抉擇,

看懂事件的偶然與必然/溫伯陵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32-8 

(EPUB)  

歡 迎 觀 賞 殺 人 預 告 / 麥 克 . 克 拉 文

(M.W. Craven)作; 陳岳辰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41-467-0 

(EPUB)  

權貴與壞蛋: 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世

日記 /萊奧納.巴伯(Lionel Barber)著; 

謝孟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2-95-6 (EPUB)  

變身為自己的大老闆: 量子能量意識

大躍進/張淑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新心人類未來學教育訓練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07-3-4 

(PDF)  

戀戀摩瑟情. 2021= Being in love with 

Moser. 2021/稅素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裕生活, 11009 .-- 4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6105-5-1 (平裝) 

NT$500  

靈性排毒: 清理負面思想,鍛鍊內在

力量/威利.三松(Wilfredo M. Samson, 

SJ)著; 劉運濤, 古蘭貞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1-0 (PDF)  

*觀看權力的方式: 改變社會的 21 世

紀藝術行動指南 /納托.湯普森(Nat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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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ompson)著; 周佳欣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行人文化實驗室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531-6-8 

(EPUB)  

*自學歷史: 名家論述導讀/張元著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7-343-2 

(EPUB)  

*新譯易經讀本/郭建勳注譯; 黃俊郎

校閱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344-9 (EPUB)  

演化與人性: 演化倫理學與儒家思想

的創新/李雅明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64-7 (EPUB)  

王陽明哲學/蔡仁厚著 .-- 臺北市 : 弘

雅三民圖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60-9 (EPUB)  

*希臘哲學史/李震著 .-- 臺北市 : 弘

雅三民圖書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53-1 (EPUB)  

近代哲學趣談/鄔昆如著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61-6 (EPUB)  

通行靈界的科學家: 史威登堡獻給世

人最偉大的禮物/史威登堡研究會作; 

王中寧譯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41-7 

(EPUB)  

佛藏經講義. 第十三輯/平實導師述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1-1-0 

(PDF)  

被釘十架的王: 重新認識馬可福音中

的耶穌/提摩太.凱勒(Timothy Keller)

著; 申美倫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8-890-0 (EPUB)  

21 世紀教會成長學: 以福音為中心的

城 市 教 會 新 異 象 / 提 摩 太 . 凱 勒

(Timothy Keller)著; 何明珠譯 .-- 新北

市 : 校園書房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98-887-0 (EPUB)  

天宙神龍: 彌勒聖道行. 五十七部曲/

彌勒皇佛作; 開慧神譯 .-- 臺北市 : 彌

勒皇教文化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06496-4-2 (EPUB)  

宇宙神之舞: 玄舞功/彌勒皇佛作; 決

賢神譯 .-- 臺北市 : 彌勒皇教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96-5-9 (EPUB)  

東方帝龍. 上: 彌勒聖道行. 五十八部

曲/彌勒皇佛作; 開慧神譯 .-- 臺北市 : 

彌勒皇教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96-6-6 (EPUB)  

東方帝龍. 下: 彌勒聖道行. 五十九部

曲/彌勒皇佛作; 開慧神譯 .-- 臺北市 : 

彌勒皇教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96-7-3 (EPUB)  

*科學讀書人: 一個生理學家的筆記/

潘震澤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354-8 (EPUB)  

*女人的中國醫療史: 漢唐之間的健

康照顧與性別/李貞德著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48-7 (EPUB)  

10 天瘦 7 公斤,風靡全美的綠果昔排

毒 法 / 珍 妮 佛 . 史 密 斯 (Jennifer (JJ) 

Smith)作; 陳思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6-246-0 (PDF)  

醫生保證瘦的減醣料理/小喵著; 賴

惠鈴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6-00-5 (PDF)  

醫生保證瘦的減醣料理/小喵著; 賴

惠鈴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6-02-9 (EPUB)  

田口護的精品咖啡大全 /田口護作; 

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55-2 (EPUB)  

圖 解 建 築 構 造 ( 第 六 版 全 譯

本)/Francis D. K. Ching 著; 林佳瑩譯 .-

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易 博 士 文 化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0-194-7 (EPUB)  

室內裝修基礎課/東販編輯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885-0 

(EPUB)  

布根地葡萄酒: 酒瓶裡的風景/林裕

森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54-5 (EPUB)  

香港教育 3.0: 更新、變革與轉型/孔

德維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GLOs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37-9-8 (EPUB)  

近十年英文學測試題詳解 /賴世雄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62-7-4 (PDF)  

*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(1945-1949)/廖

風德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356-2 (EPUB)  

*泰雅族/王梅霞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50-0 (EPUB)  

*排灣族/譚昌國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51-7 (EPUB)  

*阿美族/黃宣衛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49-4 (EPUB)  

南宋地方武力: 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

力的探討/黃寬重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62-3 (EPUB)  

中國近代史: 告別帝制/李喜所, 李來

容著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326-5 (EPUB)  

*西安事變新探: 張學良與中共關係

之研究/楊奎松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52-4 (EPUB)  

茶桌異聞: 從送肉粽到紅眠床 34 則

鹿港怪談紀實/殺豬的牛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4-922-2 

(EPUB)  

*鱷魚手記/邱妙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87-4 (EPUB)  

移動販賣車: 日常中的地方行動/董

淨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裏路文

化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81-0-4 (EPUB)  

*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/朱天心作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INK 印刻文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7-486-7 (EPUB)  

冰與火之歌外傳: 七王國的騎士/喬

治.馬汀(George R. R. Martin)作; 屈暢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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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琳譯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48-4 

(EPUB)  

從景德鎮到 Wedgwood 瓷器: 第一個

全球化商品,影響人類歷史一千年/羅

伯特 .芬雷(Robert Finlay)著; 鄭明萱

譯  .-- 三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貓 頭 鷹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62-514-9 (EPUB)  

設計摺學全書: 建立幾何觀念,強化

空間感,激發設計師、工藝創作者想

像力和實作力的必備摺疊觀念與技

巧/保羅.傑克森(Paul Jackson)著; 李弘

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63-7 (EPUB)  

編輯設計學: Print, Web & App!數位與

印刷刊物的全方位編輯設計指南/凱

絲.柯德威爾(Cath Caldwell), 尤蘭達.

澤帕特拉(Yolanda Zappaterra)著; 呂奕

欣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65-1 (EPUB) 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