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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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
廿一世紀三民主義 / 杜震華, 周治邦, 

周陽山, 林忠山, 林祖嘉, 桂宏誠, 葛

永光, 盧信昌, 謝明瑞, 龐建國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

同盟, 11010 .-- 5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85-0-9 (平裝) NT$600  

1.三民主義 2.研究考訂  005.121  

國民黨禁書始末  / 廖為民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11 .-- 

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

991-1 (平裝) NT$360  

1.禁書 2.出版品檢查  009  

目錄學；文獻學 

人文藝術書目. 110 年度 : 教育部 110

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

導工作計畫 /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

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家圖書館 , 11012 .-- 144 面; 

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78-706-

5 (平裝) NT$200  

1.推薦書目  012.4  

多元文化書目. 110 年度 : 教育部 110

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

導工作計畫 /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

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家圖書館 , 11012 .-- 144 面; 

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78-709-

6 (平裝) NT$200  

1.推薦書目  012.4  

地方創生書目. 110 年度 : 教育部 110

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

導工作計畫 /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

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家圖書館 , 11012 .-- 128 面; 

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78-705-

8 (平裝) NT$200  

1.推薦書目  012.4  

多元學習書目. 110 年度 : 教育部 110

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

導工作計畫 /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

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家圖書館 , 11012 .-- 208 面; 

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78-707-

2 (平裝) NT$200  

1.推薦書目  012.4  

科技創新書目. 110 年度 : 教育部 110

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

導工作計畫 /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

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家圖書館 , 11012 .-- 144 面; 

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78-708-

9 (平裝) NT$200  

1.推薦書目  012.4  

樂活環保書目. 110 年度 : 教育部 110

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

導工作計畫 /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

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家圖書館 , 11012 .-- 168 面; 

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78-704-

1 (平裝) NT$200  

1.推薦書目  012.4  

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. 2020 年度 / 臺

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 

11011 .-- 26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2-49-0 (精裝) NT$120  

1.專題書目 2.臺灣史  016.7332  

間歇高效率的三次閱讀法 / 約翰.金

(John Kim)著 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

列 ; 75) .-- ISBN 978-986-507-604-7 (平

裝) NT$320  

1.讀書法 2.閱讀指導  019.1  

圖書資訊學；檔案學 

特色化與情境化的圖書館空間計畫

與設計 / 賴明茂作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

賴明茂, 11010 .-- 114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37-1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圖書館建築 2.公共圖書館 3.空間

設計  021  

木棉樹下的悅讀者. 十一 : 大安好書

推薦金質獎及暑期圓夢金合輯. 第十

一屆 / 周家嵐, 第十一屆金質獎得主, 

第十一屆暑期圓夢金得主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

業職業學校圖書館, 11012 .-- 13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52-4 (平

裝)  

1.圖書館推廣服務 2.閱讀指導 3.中

小學圖書館  023.92  

國 家 圖 書 館 年 報 . 2020 = National 

Central Library annual report 2020 / [國

家圖書館編] .-- 臺北市 : 國家圖書館, 

11010 .-- 129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57-678-703-4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國家圖書館  026.133  

檔案管理總論 = Records & archives 

management / 王麗蕉, 何祖鳳, 林人立, 

林巧敏, 林俊銘, 邱玉鳳, 邱菊梅, 孫

筱娟, 許尹馨, 許芳銘, 張玉華, 張聰

明, 連秀芬, 陳淑美, 陳穆怡, 陸雯玉, 

莊道明, 楊曉雯, 蔡斐文, 蕭智仁, 薛

理桂, 魏雅惠作 ; 林秋燕總主筆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

管理局, 11011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7-46-3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1.檔案學 2.檔案管理  027  

光耀二十 璀璨豐實 : 檔案管理局 20

週年專刊 /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

理局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發展

委員會檔案管理局, 11011 .-- 16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48-7 (平

裝) NT$315  

1.檔案管理局  027.7  

國學 

國學導讀 / 邱燮友, 周何, 田博元編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

- (國學大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26-0 (第 3 冊:平裝)  

1.漢學  030  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 

臺灣之最全知道! / 梅洛琳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

(兒童閱讀通 ; 1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626-313-028-9 (平裝)  
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 047  

漫畫大英百科. 人體醫學. 8 : 運動 / 

BomBom Story 文 ; 劉英勝圖 ; 陳建安
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6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78-1 (精裝) NT$4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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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3.漫畫  

049.41  

連續性出版品；期刊 

國 立 中 山 大 學 年 報 . 2020-2021 = 

National Sun Yat-Sen University annual 

report 2020-2021 / 蔡秀芬, 楊育成, 鄭

怡軒, 劉科汶, 蘇郁涵, 余志琳編輯 .-- 

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, 11010 .-- 10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14-89-

2 (平裝)  

1.期刊  051  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 

歷史  : 覆蓋、揭露與淨化昇華  = 

Histories : covered, uncovering & 

catharsis / 陳佳利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

會, 國立臺灣博物館, 11011 .-- 399 面; 

26 公分 .-- (博物館研究專刊 ; 第 8

號) .-- ISBN 978-626-95319-0-5 (平裝) 

NT$490  

1.博物館學 2.文集  069.07  

喂!不要玩文物 : 魔性哏圖懶人包 / 

馮翰寧文字 ; 王驄穎繪圖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(History 系列 ; 73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11-8 (平裝) NT$400  

1.博物館 2.蒐藏品 3.通俗作品  

069.8  

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年報. 第十二號. 

2019 =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

Museum annual report. No.12 / 吳秉聲

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國立成功大學博

物館, 11009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04-9-3 (平裝)  

1.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 069.833  

普通論叢 

德甫揪論 : <<群書治要>>與<<易經

>>之相遇 / 洪儒瑤作 .-- 新北市 : 洪

儒瑤, 11010 .-- 14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24-1 (平裝)  

1.經書 2.易經 3.研究考訂  075.4  

<<群書治要>>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

集. 第二屆 / 黃聖松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(學術論文

集叢書 ; 1500019) .-- ISBN 978-986-

478-541-4 (平裝) NT$700  

1.經書 2.研究考訂 3.文集  075.407  

探索興聞網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雄市 : 

菜根香出版社, 11101 .-- 122 面; 19 公

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

986-6169-70-0 (平裝)  

1.言論集  078  

豐富人生的必修學分. 第六輯 / 陳品

君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上海商

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, 11010 .-- 26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129-7-

4 (平裝)  

1.言論集  078  

讀書的藝術 / 林語堂著 .-- 初版 .-- [新

北市]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1 .-- 

224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503-3-4 (平裝)  

1.言論集  078  

哲學類 

總論 

心靈的交會 : 山間對話 / 彼得.辛格

(Peter Singer), 釋昭慧作 ; 袁筱晴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法界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550-60-5 ( 精 裝 ) 

NT$360  

1.哲學 2.佛教哲學 3.倫理學  100  

街頭哲學 / 愛德華多.因凡特(Eduardo 

Infante)著 ; 黃新珍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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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9-537-3 (平裝) NT$420  

1.哲學 2.問題集  100  

* 生 之 奧 義  / 巴 諦 斯 特 . 莫 席 左

(Baptiste Morizot)著 ; 林佑軒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16

面; 21 公分 .-- (衛城 Beyond ; 29) .-- 

ISBN 978-626-7052-05-1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哲學人類學  101.639  

學術思想概論 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/ 錢穆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

ISBN 978-957-14-7327-7 (第 5 冊:精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328-4 (第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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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

ISBN 978-957-19-3291-0 (第 5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9-3292-7 (第 6 冊:

平裝)  

1.思想史 2.文集 3.中國  112.07  

中國哲學 

天之際  : 華夏民族之「天觀」與

「祭義」綜覽 / 徐鴻模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94 面; 23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16-9 (平裝) 

NT$550  

1.中國哲學  120  

「備包有無,本在於有」的氣論 / 王

俊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2 面; 23

公分 .-- (著作集叢書. 王俊彥氣論叢

刊  ; 1604002) .-- ISBN 978-986-478-

547-6 (平裝)  

1.中國哲學 2.文集  120.7  

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 : <<荀子>>

和<<呂氏春秋>>政治哲學之比較研

究 / 佐藤將之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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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68 面; 25 公

分 .-- (臺大哲學叢書 ; 22)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13-6 (平裝) NT$520  

1.荀子 2.呂氏春秋 3.先秦哲學 4.政

治思想 5.比較研究  121  

易經注譯 / 廖慶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廖慶六, 11010 .-- 19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06-7 (平裝)  

1.易經 2.注釋 3.臺語  121.11  

*周易繫辭傳講記 / 徐醒民講 .-- 彰化

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11011 .-- 23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67-

9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易經 2.注釋  121.12  

<<周易>>一次解密 / 周慶華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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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11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(典籍

新讀 ; 2) .-- ISBN 978-626-95187-4-6 

(平裝)  
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 121.17  

周易大義 / 魏元珪著 .-- 修訂三版 .-- 

臺中市 : 賴志岳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77-7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500  
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3.人生哲學  

121.17  

心之無對性 : 先秦儒學體現的文化

性格 / 徐聖心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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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96 面; 21 公

分 .-- (臺大哲學叢書 ; 21)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14-3 (平裝) NT$420  

1.儒家 2.儒學 3.先秦哲學 4.研究考

訂  121.2  

中國傳統「國際關係」之論述 : <五

倫天下關係論>的規範性理論建構 / 

張啟雄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1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72-2 (平

裝) NT$500  

1.儒家 2.五倫 3.國際關係  121.2  

儒商的論語活學  / 謝四海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12 .-- 

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

244-7 (平裝) NT$420  

1.儒家 2.企業經營 3.商業管理  

121.2  

重整華夏待後生 / 徐泓, 賈秉坤, 白培

霖, 劉昊編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奉

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 臺
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

11010 .-- 270 面; 23 公分 .-- (奉元叢

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924-4-0 (平

裝) NT$250  

1.儒學 2.文集  121.207  

夏學論集. 參 :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逝

世十週年紀念 / 潘朝陽及奉元同門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奉元學

會, 11101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(夏學

論集 ; 3) .-- ISBN 978-986-95623-3-1 

(平裝) NT$300  

1.儒學 2.文集  121.207  

做自己的煉金師 : 來讀<<論語>>吧! 

/ 黃秋芳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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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84-97-8 (平裝) NT$350  

1.論語 2.通俗作品  121.22  

論語智慧人生 / 趙雪章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6-815-7 (平裝)  

1.論語 2.注釋 3.修身  121.222  

孔子傳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8

面; 23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

ISBN 978-957-14-7338-3 (精裝)  

1.(周)孔丘 2.學術思想 3.傳記  

121.23  

傅佩榮講道德經 : 老子思想的現代

意義 / 傅佩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76

面; 23 公分 .-- (世界公民叢書) .-- 

ISBN 978-986-360-181-4 ( 精 裝 ) 

NT$590  

1.(周)李耳 2.老子 3.學術思想  

121.31  

新譯尸子讀本 / 水渭松注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古籍

今注新譯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20-8 (平裝)  

1.尸子 2.注釋  121.821  

鬼谷文化與心靈成長 / 楊極東, 黃春

枝合著 .-- 臺中市 : 唯心宗南天文化

院, 11010 .-- 4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088-44-5 (平裝)  

1.鬼谷子 2.研究考訂  121.887  

劉勰<<劉子>>五十五篇細讀 / 游志

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津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39-121-0 (下冊:平裝) 

NT$420  

1.劉子 2.研究考訂  123.73  

朱子學提綱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36-9 (精裝)  

1.(宋)朱熹 2.學術思想 3.朱子學 4.理

學  125.5  

朱熹 / 陳榮捷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8

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哲學家叢書) .-- 

ISBN 978-957-19-3295-8 (平裝)  

1.(宋)朱熹 2.學術思想 3.中國哲學  

125.5  

東方哲學 

瑜伽就是心靈修行地圖 : 斯瓦米韋

達傳授心法的 17 堂課 / 斯瓦米韋達.

帕若堤(Swami Veda Bharati)作 ; 石宏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雁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: 大雁

出版基地發行, 11011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97-9 (平裝) 

NT$450  

1.瑜伽 2.印度哲學 3.靈修  137.84  

與上師同行 : <<博伽梵歌>>覺心偈-

快樂的工具書 / 克里虛那(Krishna)講

述 ; 詩麗.詩麗.若威香卡 (Sri Sri Ravi 

Shankar)詮釋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圓

光淨明, 11010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

(樂佛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19-7 (平裝) NT$360  

1.瑜伽 2.靈修 3.印度哲學  137.84  

西洋哲學 

哲學的故事 / 威爾杜蘭(Will Durant)

作 ; 林資香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

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608 面; 23 公分 .-- (地球觀 ; 34) .-- 

ISBN 978-986-384-615-4 (平裝)  

1.西洋哲學史  140.9  

海德格 / 項退結作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

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4

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哲學家叢書) .-- 

ISBN 978-957-19-3296-5 (平裝)  

1.海德格(Heidegger, Martin, 1889-

1976)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 147.72  

班雅明 / 馬國明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(西洋文學文化意識叢

書) .-- ISBN 978-957-19-3289-7 (平裝)  

1.班雅明(Benjamin, Walter, 1892-

1940) 2.學術思想 3.西洋哲學 4.傳記  

147.79  

形上學；玄學 

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

學之序論 / 康德(Immanuel Kant)著 ; 

李明輝譯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

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8

面; 21 公分 .-- (聯經經典)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44-3 (平裝) NT$3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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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形上學 2.知識論  160  

時間的幻影 : 從鐘的演化、歷代學

者對時間的定義到日常時間感,探索

時間的本質 / 約瑟夫.馬祖爾(Joseph 

Mazur)著 ; 張宛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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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科普漫

遊) .-- ISBN 978-626-315-041-6 (平裝) 

NT$420  

1.時間 2.哲學  168.2  

心理學 

心理學概論 / 鄧明宇, 李介至, 鄭凰君

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

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86-9 (平

裝) NT$490  

1.心理學  170  

快樂成癮 : 不費力的練習,從此幸福

戒不掉 / 傑佛瑞.薩德(Jeffrey K. Zeig), 

瓊.尼霍爾(Joan Neehall)著 ; 洪偉凱, 

黃天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

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7-

224-4 (平裝) NT$480  

1.心理學 2.幸福  170  

中華心理學刊六十週年 : 創新與超

越 / 姜定宇, 李思賢, 姜忠信, 趙軒甫, 

林佳樺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
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50-

7 (平裝) NT$500  

1.心理學 2.期刊  170.5  

壓力 : 神經學專家的解壓寶典,教你

認清壓力與疾病之間的糾纏關係  / 

羅伯.薩波斯基(Robert M. Sapolsky)著 ; 

陳思含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23

公分 .-- (健康 Smile ; 78) .-- ISBN 978-

986-5496-47-0 (平裝) NT$460  

1.壓力 2.生理心理學  172.1  

心理急救手冊 =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

/ 高振傑, 蘇逸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, 11010 .-- 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071-4-

0 (平裝)  

1.心理衛生 2.手冊  172.9026  

人類使用指南 : 徹底觀察人心與行

動,遠離人際壓力 / 倉橋真矢子作 ; 楊

鈺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

- (心靈叢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-5408-

71-8 (平裝)  

1.性格 2.人格心理學 3.行為心理學  

173.7  

抱歉我遲到了,但其實我根本不想來 : 

給羞怯內向的你,一場「挑戰自我」

的冒險旅程 / 潔西卡.潘(Jessica Pan)

著 ; 江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

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21

公 分  .-- ( 平 安 叢 書  ; 第 699

種 )(Upward ; 124) .-- ISBN 978-986-

5596-47-7 (平裝) NT$380  

1.內向性格 2.自我肯定 3.生活指導  

173.73  

總之,就是慾求不滿 : 恐懼症、戀母

情結、惡夢的真相......一本書讀懂十

九世紀最大膽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

學 / 劉燁, 諾瓦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13-8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精神分析學  175.7  

發現你的生命色彩 : 14 種透視自我

本質的色彩光環,找出生命平衡點 / 

帕瑪拉.歐斯里(Pamala Oslie)著 ; 吳琪

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52-1 (平裝) 

NT$480  

1.超心理學 2.靈修  175.9  

*獻給心靈的生命之書 : 十個富足人

生的步驟,打開內在智慧並通往永恆

快樂 / 喬.鮑比(Jo Bowlby)著 ; 盧相如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菓子文化出版 : 遠足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15-9-9 (平裝) NT$500  

1.心靈學 2.智慧 3.靈修  175.9  

來自過世至親的訊息 / 蘿拉.琳恩.傑

克遜作 ; 李麗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Spirituality ; 2) .-- 

ISBN 978-957-741-472-4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1.心靈感應 2.通靈術  175.94  

色彩心理學 : 活用色彩知識,並使用

色彩隱藏的力量 / Pawpaw Production

著 ; 魏俊崎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

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勁草生活 ; 488) .-- ISBN 978-

626-320-017-3 (平裝) NT$450  

1.色彩心理學  176.231  

零干擾 : 利用簡單決策的力量,找回

時間與注意力 / 羅伯.哈契(Rob Hatch)

著 ; 陳冠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35-4 (平裝) NT$360  

1.注意力 2.決策管理 3.成功法  

176.32  

這世界上沒有天才,只有優秀的記憶

法 : 記不住東西不是你笨,只是用錯

了方法 / 李祐元, 段平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86-92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記憶  176.338  

考具 : 有效掌握企劃、發想的 21 個

思考工具 / 加藤昌治著 ; 王瑤芬譯 .-

-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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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ideaman ; 135)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42-0 (平裝) NT$360  

1.思維方法 2.創造性思考  176.4  

哈佛 X 史丹佛成就超一流邏輯思維

的 33 問 : 鍛鍊 AI 時代能勝出的未來

力 / 狩野未希著 ;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Trend ; 

71) .-- ISBN 978-957-658-681-1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思維方法 2.創造性思考  176.4  

創客精神 : <<流言終結者>>創始主

持人亞當.薩維奇從「自造」提煉的

生活哲學 / 亞當.薩維奇(Adam Savage)

著 ; 韓絜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00 面; 23 公分 .-- (smile ; 176) .-- ISBN 

978-986-0777-64-2 (平裝) NT$450  

1.薩維奇(Savage, Adam) 2.創造力 3.

自我實現  176.4  

EQ 學園. 第 1 集, 好人氣養成班 : 提

升孩子的情緒力與人際力. 上冊 / 楊

俐容, 張黛眉, 張嘉紋, 黃春偉作 .-- 初

版 .-- 嘉義市 : 耕心文教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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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8-986-06591-4-6 (平裝附數位影音

光碟) NT$650  

1.情緒管理 2.人際關係 3.親職教育  

176.52  

孤獨,你好 : 給忙於迎合他人,卻無法

喜歡自己的我們 / 枡野俊明著 ; 黃筱

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88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孤獨感 2.人際關係 3.生活指導  

176.52  

情緒停聽看 / 郭信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社, 11012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6-5-

4 (平裝) NT$299  

1.情緒管理  176.52  

慢情緒 : 拒絕生氣、調整心態、放

慢情緒、找回接受的勇氣! / 楊秉慧
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 智 慧 菁 典  ; 24) .-- ISBN 978-986-

06586-8-2 (平裝) NT$320  

1.情緒管理 2.生活指導  176.52  

嫉妒 : 3 個了解和彼此相愛的故事 / 

伊莎貝爾.費歐沙(Isabelle Filliozat), 維

吉妮.莉姆桑(Virginie Limousin)文 ; 艾

利克.維耶 (Eric Veillé)圖 ; 李欣怡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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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48 面; 18X18 公分 .-- (小費

歐沙情緒繪本系列) .-- ISBN 978-626-

95246-2-4 (精裝) NT$360  

1.嫉妒 2.情緒管理 3.繪本  176.521  

*秒能擺脫壓力 / 安德魯.格力傑克著 ; 

李靜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44-0 (平裝) 

NT$360  

1.壓力 2.抗壓 3.生活指導  176.54  

生氣 : 3 個簡單小故事和鎮定的祕訣 

/ 伊莎貝爾.費歐沙(Isabelle Filliozat), 

維吉妮.莉姆桑(Virginie Limousin)文 ; 

艾利克.維耶 (Eric Veillé)圖 ; 李欣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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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8 面; 18X18 公分 .-- (小

費歐沙情緒繪本系列) .-- ISBN 978-

626-95246-1-7 (精裝) NT$360  

1.憤怒 2.情緒管理 3.繪本  176.56  

人不要臉,天下無敵! : 你不知道的歷

史故事 X 你該知道的厚黑規則 / 李

祐元, 長貴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
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892-6 (平裝) NT$375  

1.應用心理學 2.成功法  177  

那些你不願承認的邪惡 : 重返 64 處

心理學案發現場,揭露最陰暗的人性 

/ 李麗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96 面; 
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21-3 (平裝) NT$380  

1.應用心理學  177  

漫畫隨心所欲操控人心的暗黑心理

學 : 心機無罪,成功有理!以心理學作

為武器,輕鬆收服任何人 / 齊藤勇著 ; 

卓惠娟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81-0 (平裝) NT$380  

1.應用心理學 2.漫畫  177  

謝謝你這麼說 : 守護自己並維持關

係,讓日常生活變踏實的語言 / 金有

珍著 ; 陳宜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4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51-4 (平裝) NT$340  

1.人際傳播 2.溝通技巧  177.1  

雙向溝通 : 沒有回饋的資訊,都只是

我們的自以為是  / 岳陽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02-2 (平裝) 

NT$320  

1.溝通 2.人際傳播 3.人際關係  

177.1  

7 分鐘豐盛心靈寫作 : 劉滄碩教你用

33 天,從認識自己、擺脫潛意識限制,

進而邁向財富富足、生命豐盛之路 / 

劉滄碩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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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4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6-62-9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成功法  

177.2  

人性的弱點 : 卡內基的溝通技巧與

人際賽局 / 戴爾.卡內基(Dale Carnegie)

作 .-- 新北市 : 華威國際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9075-54-1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 177.2  

卡內基給女人的成功心法 / 陶樂絲.

卡內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

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5-21-5 (平

裝) NT$270  

1.女性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  177.2  

生命勝任力 : 東方心教練向內修練、

對外展現的 10 大基本功 / 阮橞習 Eva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(心理系列 ; 69) .-- ISBN 978-986-

137-349-2 (平裝) NT$32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  

177.2  

*成功心態 : 改變心態,造就不一樣的

人生 / 萊恩.高佛森(Ryan Gottfredson)

著 ; 孔令新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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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財經企

管  ; BCB747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346-2 (平裝) NT$400  

1.成功法 2.領導統御  177.2  

成為有錢人 / 麥哲倫著 .-- 初版 .-- [新

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6-819-5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財富  177.2  

每一天都是禮物 / 斯代凡諾斯.詹內

奇斯(Stefanos Xenakis)著 ; 祁怡瑋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56 面; 18 公分 .-- (勵志

書系 ; 149) .-- ISBN 978-986-133-800-2 

(平裝) NT$32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找到你生命的答案 : 懂得真實面對

自己活出精彩人生的十個答案 / 李

同榮, 陳嘉祥, 陳羅克, 張景榮, 堀江

蓋文, 黃健輝, 黃瓊鳳, 游淞竣, 鄭文

祥, 顏生健作 ; 卓天仁主編 .-- 初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巔 峰 潛 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83-3-4 (平裝) NT$35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  

177.2  

別讓體重決定妳的美 : 波痞的微胖

生存學 / 波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



10 

 

21 公分 .-- (圓神文叢 ; 306) .-- ISBN 

978-986-133-801-9 (平裝)  

1.自信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刻意獨學 / 韓在佑著 ; 陳品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11-5-9 (平裝) NT$380  

1.成功法 2.學習方法  177.2  

孤獨管理 : 一個人一生最核心的課

題 / 王浩一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有

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64 面; 

21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方法 ; 205) .-- 

ISBN 978-626-95316-0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獨身  

177.2  

美麗只是一朵花,女人值得永遠精彩 

/ 高愛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31) .-

- ISBN 978-957-13-9590-6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女性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財富豐盛吸引力 : 28 個豐盛指引,開

發內心能量 ,扭轉未來人生  / 沈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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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

(富能量 ; 28) .-- ISBN 978-626-7046-

16-6 (平裝) NT$420  

1.成功法 2.靈修  177.2  

麻理惠夫婦的新人生整理 : 收拾過

度期許,停止忍讓拚命,看見讓你自在

發光的最短路徑 / 川原卓巳著 ; 李貞

慧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(心靈成長 ; 79) .-- ISBN 978-986-

398-725-3 (平裝) NT$360  
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3.自我肯定  

177.2  

常勝思考 : 不敗北的人生 / 大川隆法

作 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28-9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成功法 2.思考 3.生活指導  177.2  

量子成功學之顯化法則 = Quantum 

success : the skills of quantum 

manifestation / 劉建樺, 馮敏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5-8-2 (平裝) 

NT$350  

1.成功法  177.2  

像我這樣的女人 ,有時優雅 ,偶爾帶

刺 : 365 日絕世女子時光誌 / 凱特王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16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43-9 (平

裝) NT$899  

1.自我肯定 2.女性  177.2  

*態度七大® : 成功學生/上班族的實

用心法書 = Big 7 attitudes / 賀柏瑜

(Benson Ho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優

理實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9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548-5-8 (平裝) 

NT$450  

1.成功法 2.態度  177.2  

態度決定高度 / 林蒼井著 .-- 二版 .-- 

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6-814-0 (平裝)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像香奈兒一樣反應與思考 / 奧蕾莉.

戈德弗羅伊( Aurélie Godefroy)作 ; 柯

桂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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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06-6-6 (平裝) NT$300  

1.香奈兒(Chanel, Coco, 1883-1971) 2.

自我實現 3.自信  177.2  

親愛的,妳還可以是妳自己 : 許書華

醫師陪妳聊那些童話故事後的未完

待續 / 許書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Happy learning ; 200) .-- 

ISBN 978-986-136-607-4 (平裝)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女性  

177.2  

擱淺在日子上的傷,不用急著好起來 

/ 城旭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
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1-4-2 (平

裝) NT$36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變富 : 創造金錢的 100 種關鍵突破法 

/ 史帝夫.錢德勒(Steve Chandler), 山姆.

貝克福(Sam Beckford)著 ; 文佳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32-9336-1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成功法 2.財富  177.2  

不是我太敏感,而是你太過分了 / 劉

恩庭著 ; 張召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好時光 ; 50) .-

- ISBN 978-986-0795-83-7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人際關係 2.生活指導  177.3  

*自帶幸福的體質 : 心理諮商師的 72

場知心對話,養成情緒自處、情感自

主的快樂體質 / 青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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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66-8 (平

裝)  

1.人際關係 2.情緒管理 3.成功法  

177.3  

好感力 : 讓人自然而然喜歡你的超

能力 / 拉斯-約翰.艾格(Lars-Johan Åge)

著 ; 蕭寶森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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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9341-5 (平裝) NT$330  

1.人際關係 2.社交技巧  177.3  

說好話的力量 : 「卡內基激勵法」

改變了 5000 位經理人的人生 / 連桂

慧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(Business) .-- ISBN 978-986-5564-57-5 

(平裝) NT$280  

1.人際關係 2.溝通 3.成功法  177.3  

壞男人的權謀霸術 : 玩轉人心的陽

謀與陰謀 / 那個奧客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55-2 (平裝) NT$480  

1.人際關係 2.社交技巧 3.生活指導 

4.男性  177.3  

內心暴雨的乖孩子,以為不用操心的

大人 : 諮商室裡的 16 個真實故事,療

癒青少年的煩惱與傷痕,重建身心健

康與快樂 / 孫晶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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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85-9 (平裝)  

1.心理諮商 2.心理治療 3.青少年心

理  178.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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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倫理規範與案例分析 / 洪莉竹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8 面; 23 公

分 .-- (心理諮商系列 ; 21) .-- ISBN 

978-986-0744-46-0 (平裝) NT$480  

1.心理諮商 2.專業倫理 3.個案研究  

178.4  

心靈,進廠維修中 : 憂鬱症、焦慮症、

逃避現實、社交恐懼......你的心靈生

病了 / 謝蘭舟, 馬海峰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7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86-91-4 (平裝) NT$360  

1.心理治療 2.精神分析  178.8  

心靈原型卡 : 探索靈魂的神聖契約 / 

卡洛琳.蜜絲(Caroline Myss), 彼得.歐

奇歐葛羅索(Peter Occhiogrosso)著 ; 陳

盈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豐富文化, 

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

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101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4147-5-3 (平裝) NT$2168  

1.心理療法 2.心理諮商  178.8  

倫理學 

人生必讀的博奕策略 / 白波, 郭興文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一生必讀經典 ; 1) .-- ISBN 978-

626-95187-5-3 (平裝) NT$280  

1.人生哲學 2.博奕論  191.9  

你看事情的角度,決定了幸福的長度 : 

21 個切換視角的練習,辛苦也能是幸

福 / 翡翠小太郎作 ; 張佳雯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19 公

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40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01-9 (平裝) NT$330  

1.人生哲學 2.幸福 3.生活指導  

191.9  

給孩子的解答之書 : 解開孩子好奇

心的 60 個問答 / 卡琳.西蒙奈(Carine 

Simonet)文 ; 伊莎貝爾.瑪洛杰(Isabelle 

Maroger)圖 ; 許少菲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2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33-0 (平裝) NT$380  

1.人生哲學 2.生命哲學 3.通俗作品  

191.9  

數學裡的生活哲學 / 謝志忠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耶魯國際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原創出版 ; D01) .-- ISBN 978-986-

98050-9-4 (平裝) NT$280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活下去 / 周大觀, 周進華, 郭盈蘭執

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周大

觀文教基金會, 11011 .-- 24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7-0-1 (平裝) 

NT$450  

1.生命哲學 2.通俗作品  191.91  

有效管理你的情緒 / 陳功全著 .-- 臺

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20-8 (平裝) NT$280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聆聽之路 : 療癒寫作教母帶你聽見

自我、以聽療心、寫出能力 / 茱莉

亞.卡麥隆(Julia Cameron)作 ; 張毓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方智好讀 ; 146) .-- ISBN 978-

986-175-648-6 (平裝) NT$350  

1.靈修 2.傾聽  192.1  

登出鍵 = Log out button / 莫子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紫焰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37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2-0-2 (平裝) NT$480  

1.靈修  192.1  

過好任何一種生活 / 慈懷讀書會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1-34-5 (平裝) NT$360  

1.女性 2.修身 3.生活指導  192.1  

學會寵愛自己,走到哪裡都是女神降

臨 : 不看眼色、不受擺布、不為別

人而活,向 7 位希臘女神學習做一名

極品女人 / 恩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16-901-5 (平裝) NT$360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3.女性  192.15  

貼心待人說話術 : 晉升人氣王的 50

個祕訣 / 鹿島忍著 ; 伊之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勁草生

活 ; 490) .-- ISBN 978-626-320-021-0 

(平裝) NT$350  

1.人際傳播 2.說話藝術 3.人際關係  

192.32  

最高尬聊法 : 硬著頭皮也要聊出花

來,一生受用的人際溝通術 / 五百田

達成著 ; 謝敏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涯智庫 ; 199) .-

- ISBN 978-986-175-647-9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說話藝術 2.人際傳播 3.人際關係  

192.32  

人生不是一夜干 : 獲得幸福與成就、

解決困境與煩惱,都不是一蹴可及的

事,需要累積微小改變、耐心等候。 

/ 齋藤茂太著 ; 郭清華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61-3 (平裝) NT$340  

1.格言 2.修身  192.8  

泗水邊的<<孝經>> / 許輝著 .-- 1 版 .-

- 新 北 市  : 華 夏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201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4-4 

(平裝) NT$300  

1.孝經 2.研究考訂  193.17  

媽媽離開的時候想穿什麼顏色的衣

服? / 申昭潾著 ; 曹雅晴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堡壘文化, 11011 .-- 248 面; 19 公

分 .-- (Self-heal ; 5) .-- ISBN 978-986-

06935-9-1 (平裝) NT$450  

1.生死學  197  

在愛中的喜樂 / 王建煊著 .-- 新北市 : 

財團法人臺北市無子西瓜社會福利

基金會, 11010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56-0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愛 2.通俗作品  199.8  

宗教類 

宗教學 

哲思世界 :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/ 

善住導師著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

鄉 : 社團法人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, 

11011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零山叢

書) .-- ISBN 978-986-98914-2-4 (第 13

冊:精裝)  

1.宗教與哲學  210.11  

佛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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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提明心花開見佛 / 黃逢徵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信念 ; 

45) .-- ISBN 978-626-7056-26-4 (精裝) 

NT$320  

1.佛教教理 2.佛教修持  220.1  

*法難風雲 / 賴家琳主編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法界弘法通訊社, 11012 .-- 

256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010-2-1 (平裝) NT$350  

1.宗教與政治 2.佛教 3.中國  

220.1657  

*一貫道祖師紀念館 : 白陽聖廟紀念

專刊 = I-Kuan Tao Patriarch Memorial 

Hall : Bai Yang Holy Temple 

commemorative edition / [中華民國一

貫道總會]電子報文編小組撰文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, 

11010 .-- 204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87644-2-2 (精裝)  

1.一貫道祖師紀念館  220.6  

佛說法滅盡經 ; 佛說阿彌陀經 ; 八吉

祥經合刊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60 面; 15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04-2-9 (平裝)  

1.佛經  221  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; 受生經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132 面; 26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794-221-0 (經摺

裝)  

1.佛經  221.08  

金剛經略解等經論大意(六種合刊) / 

釋覺開(惟力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, 11009 .-

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乘叢書 ; B-

189)(覺開(惟力)法師佛學論叢 ; 2) .-- 

ISBN 978-986-06094-7-9 (平裝)  

1.大乘經典  221.1  

無量壽經四十八願偈語 ; 大悲咒.心

經.念佛法藥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心

齋淨宗念佛道場, 11010 .-- 96 面; 21

公分 .-- (法語輯系列) .-- ISBN 978-

626-95337-1-8 (經摺裝)  

1.方等部 2.密教部 3.般若部  221.34  

地藏菩薩本願經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

經合刊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04-3-6 (平裝)  

1.方等部  221.36  

從現代教育試析地藏經 / 楊永慶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店華嚴精舍, 

11010 .-- 58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1878-8-7 (精裝)  

1.方等部 2.注釋  221.36  

金剛經大智慧 / 明奘法師著 .-- 初

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16-813-3 (平裝)  

1.般若部  221.44  

金剛經集註 / (明)朱棣集註 .--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48 面; 23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

203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7-5 (平裝) 

NT$500  

1.般若部  221.44  

從現代教育試析心經 / 楊永慶著 .-- 

新北市 : 新店華嚴精舍, 11010 .-- 32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1878-7-

0 (精裝)  

1.般若部  221.45  

跟著大師寫心經(忘憂版) : 一日一禪

語,遇見美好的自己 / 愛生活編輯部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15-1-6 ( 平 裝 ) 

NT$199  

1.般若部  221.45  

法華三經 : 無量義經 妙法蓮華經 佛

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94-222-7 (精裝)  

1.法華部  221.5  

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法藏釋

義 ; 清淨明晦品(摘錄大佛頂首楞嚴

經卷六) ;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(摘

錄) / 寶雲居士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侯劉昆蘭出版 : 慧森有限公司總經

銷, 11010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(藥師

山佛學叢書 ; 24)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87-9 (平裝)  

1.經集部 2.密教部 3.華嚴部  

221.712  

修行在紅塵 : 維摩經六講 / 聖嚴法師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 , 

1101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大字版 .-- 

ISBN 978-957-598-931-6 (平裝)  

1.經集部  221.721  

大方廣圓覺經要解 / 典璧尼嘛仁波

切講述 ; 釋照明恭錄整理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晁明出版社, 大竹法明精舍, 

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1246-8-3 (上冊:平裝) NT$300  

1.經集部  221.782  

佛陀本生故事集 : <<南傳小部經典.

本生經>>譯本 / 夏丏尊譯 .-- 1 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家

講堂) .-- ISBN 978-626-317-329-3 (平

裝) NT$580  

1.本生經 2.本緣部  221.86  

梵文唯識二十論解析 / 許洋主作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彌勒講堂, 11010 .-- 

509 面; 24 公分 .-- (慈氏學聖典漢譯

中 心 系 列 叢 書 ) .-- ISBN 978-986-

95813-8-7 (精裝) NT$250  

1.瑜伽部 2.唯識  222.13  

授五戒儀軌 / 惟俊比丘尼彙編 .-- 初

版 .-- 南投縣魚池鄉 : 財團法人南林

尼僧佛教基金會附設南林出版社 , 

11010 .-- 63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308-7-1 (平裝)  

1.佛教 2.戒律  223  

四分律比丘尼戒說戒儀軌 / 惟俊比

丘尼彙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魚池鄉 : 

財團法人南林尼僧佛教基金會附設

南林出版社, 11010 .-- 251 面; 1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08-4-0 (平裝)  

1.四分律  223.23  

沙彌尼戒說戒儀軌 / 惟俊比丘尼彙

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魚池鄉 : 財團法

人南林尼僧佛教基金會附設南林出

版社, 11010 .-- 11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308-5-7 (平裝)  

1.四分律  223.23  

金光明懺供佛齋天儀 / 釋法藏校訂 .-

- 修訂二版 .-- 新北市 : 僧伽林文化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3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9-3-9 (經摺裝)  

1.佛教法會 2.佛教儀注  224.12  

蘇老師的話 / 蘇老師作 .-- 臺北市 : 蘇

老師工作室, 11011 .-- 208 面; 15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83-0-1 (平裝)  

 224.5  

佛理與文心 : 臺灣現當代佛教文學

論集 / 李瑞騰主編 .-- 桃園市 : 國立

中央大學, 11010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653-8-5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佛教文學 2.文集 3.臺灣  224.51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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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果公案 / 無極證道院, 武廟明正堂

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鸞友雜誌社, 

11010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087-7-7 (平裝)  

 224.515  

自然的代價 / 吉祥尊者著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闐空文化工作室, 11011 .-- 

544 面 ; 22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33-0-6 (平裝) NT$780  

 224.515  

佛光之美 : 佛光山法師、師姑創作

作品集 2017-2020 = Beauty of Buddha's 

light : art by the members of Fo Guang 

Shan monastic order 2017-2020 / 釋如常

主編 .-- 高雄市 : 財團法人佛光山文

教基金會出版 : 佛光緣美術館總部

發行, 11011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57-598-5 (平

裝) NT$600  

1.佛教美術 2.繪畫 3.畫冊  224.52  

三更俊男 : 五百羅漢造像 / 劉俊男

作  .-- 初版  .-- [新北市 ] : 一方齋 , 

11011 .-- 52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21-0-0 (精裝) NT$2000  

1.佛教藝術 2.佛像 3.篆刻  224.6  

李水仙大悲心願百佛畫冊 / 林李水

仙著作 .-- 臺北市 : 林李水仙, 11011 .-

- 13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82-4 (平裝) NT$1200  

1.佛教藝術 2.佛像 3.畫冊  224.6  

*慚愧僧文集. 12 / 釋大願著 .-- 初版 .-

- 南投縣魚池鄉 : 人乘佛刊雜誌社, 

1101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系

列 ; 18) .-- ISBN 978-957-8504-48-6 (平

裝)  

1.佛教說法  225  

正覺之音文集. 第貳輯 / 仁俊法師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仁俊長老紀念

佛學會, 11011 .-- 372 面; 19X2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0366-3-4 (平裝)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 225.4  

戒.定.慧 : 靜思語的智慧 / 釋證嚴原

著作 ; 靜思手語道靜映師資團隊彙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出版

社, 11010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(集藏

系列:靜思手語道) .-- ISBN 978-626-

95171-2-1 (精裝)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3.手語翻

譯  225.4  

宗教 : 人生的宗旨 生活的教育 / 釋證

嚴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志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4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36-7-4 (精裝)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 225.4  

淨土法門 : 演講註解 / 釋如本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法王講堂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6048-22-7 (全套:

平裝)  

1.淨土宗 2.佛教教理 3.注釋  225.4  

證嚴上人衲履足跡. 二 0 二一年, 秋

之卷 / 釋德[]編撰 ; 釋德[], 釋德需撰
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出版

社, 11011 .-- 720 面; 21 公分 .-- (靜思

法脈叢書 . 衲履足跡) .-- ISBN 978-

626-95171-1-4 (精裝) NT$400  

1.佛教教化法  225.42  

我錯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心齋淨

宗念佛道場, 11010 .-- 198 面; 24 公

分 .-- (法語輯系列) .-- ISBN 978-626-

95337-0-1 (精裝)  

1.佛教修持  225.7  

佛教禪定學 / 陳兵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57-457-602-9 (上冊:

精裝) NT$3 冊一套 1000 元 .-- ISBN 

978-957-457-603-6 (中冊:精裝) NT$3

冊一套 1000 元 .-- ISBN 978-957-457-

604-3 (下冊:精裝) NT$3 冊一套 1000

元  

1.佛教修持 2.禪定  225.72  

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 / 四明山大

方廣無生居士胡幽貞刊纂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乘定香精舍, 11010 .-- 80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1-1-

7 (平裝)  

1.佛教信仰錄  225.8  

*愛珍小品 / 孫愛珍(蓮薇)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孫愛珍, 11010 .-- 14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84-

8 (平裝) NT$120  

1.佛教信仰錄 2.佛教修持  225.81  

*灵异事件 : 真实的见证 / 卢胜彦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

藏文教基金會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正體題名:靈異事件:真實的見

證 .-- ISBN 978-986-5551-51-3 (平裝) 

NT$260  

1.佛教修持 2.心靈感應  225.85  

*靈異事件 : 真實的見證 / 盧勝彥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

藏文教基金會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50-6 (平裝) 

NT$260  

1.佛教修持 2.心靈感應  225.85  

大菩提心 : 发大菩提心,利人即利己;

学菩萨万行,福慧满人间。 / 圣严法

师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

11101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
大菩提心:發大菩提心,利人即利己;

學菩薩萬行,福慧滿人間。 .-- ISBN 

978-957-598-932-3 (平裝) NT$120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大菩提心 : 發大菩提心,利人即利己;

學菩薩萬行,福慧滿人間。 / 聖嚴法

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

11101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98-929-3 (25K 平裝) .-- ISBN 978-

957-598-930-9 (32K 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拈雲來去.日日晴 / 釋大愚圖.文 .-- 第

一版 .-- 臺中市 : 中華民國雲水蘭若

文教協會, 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87775-2-1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念佛回西方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心

齋淨宗念佛道場, 11010 .-- 170 面; 23

公分 .-- (法語輯系列) .-- ISBN 978-

626-95337-2-5 (精裝)  

1.淨土宗 2.佛教修持  226.5  

修行解脫之道 : 念佛開示. 十四 / 悟

顯法師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

定香精舍, 11010 .-- 150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391-3-1 (平裝)  

1.淨土宗 2.佛教說法  226.55  

修行解脫之道 : 拜願開示. 十四 / 悟

顯法師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

定香精舍, 11010 .-- 146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391-2-4 (平裝)  

1.淨土宗 2.佛教說法  226.55  

達摩祖師論集.真實義 / 山海慧法師

著 .-- 初版 .-- 臺東縣東河鄉 : 黃同志, 

11011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91-6 (精裝) NT$500  

1.禪宗  226.6  

禪是什麼 / 鈴木大拙著 ; 張喬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

(禪學系列) .-- ISBN 978-626-317-327-

9 (平裝) NT$220  

1.禪宗  226.6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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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祖壇經 / 密智大阿闍黎講述 ; 陳孟

娟, 彭瑞雲, 杜秋慧, 盧慧珠, 黃怡芬

編校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徹

聖文化基金會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

分 .-- (尊榮人生系列 ; 第 5 號) .-- 

ISBN 978-986-97829-6-8 (第 3 冊:精裝)  

1.六祖壇經 2.注釋  226.62  

六祖壇經 / 密智大阿闍黎講述 ; 陳孟

娟, 彭瑞雲, 杜秋慧, 盧慧珠, 鄭淨雯

編校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徹

聖文化基金會, 11011 .-- 冊 .-- (尊榮

人生系列 ; 第 5 號) .-- ISBN 978-986-

97829-4-4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

986-97829-5-1 (第 4 冊:精裝)  

1.六祖壇經 2.注釋  226.62  

禪海蠡測 / 南懷瑾著 .-- 臺灣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059-61-2 (平裝) NT$380  

1.禪宗  226.62  

不糾禪 : 想快樂,必須先學會不執著 

要幸福,必須先懂得放開手 / 杜昱青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68 面; 21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918-3 (平裝) NT$350  
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3.人生哲學  

226.65  

看懂證道歌 / 呂冬倪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6-36-3 (平裝) NT$480  

1.禪宗 2.佛教說法  226.65  

禪宗一年 52 週的修行筆記 / 邦妮.米

奧泰.崔斯作 ; 黃春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6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72-68-6 (平裝) NT$380  
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 226.65  

禪的思想 / 鈴木大拙著 ; 李濯凡譯 .-

- 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

- (禪學系列 ) .-- ISBN 978-626-317-

328-6 (平裝) NT$400  

1.禪宗 2.佛教哲學  226.65  

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手抄稿. 二 000

年版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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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冊 .-- 正體題名:南山

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. 二 000 年

版 .-- ISBN 978-626-95196-6-8 (第 4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196-7-5 (第 5

冊:平裝)  

1.律宗  226.72  

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. 二 000

年版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財團法人台

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 .-- 第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95196-8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360 .-- 

ISBN 978-626-95196-9-9 (第 5 冊:平裝) 

NT$360 .-- ISBN 978-626-95309-0-8 (全

套:平裝)  

1.律宗  226.72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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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15 公分 .-- 校訂本 .-- ISBN 

978-986-06682-5-4 (50K 精裝) NT$300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

集. 5, 奢摩他 / 宗喀巴大師造論 ; 巴

梭法王, 語王堅穩尊者, 妙音笑大師, 

札帝格西合註 ; 法尊法師譯論 ; 釋如

法, 釋如密, 釋如行等譯註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4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2-3-0 (第 5 冊:精裝) NT$1200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境俱境的建立清晰明鏡 / 克主錦巴

達傑作 ; 洛桑蔣千編譯 .-- 第一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臺 北 市 藏 傳 佛 典 協 會 , 

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2884-9-1 (下冊:平裝) NT$720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廣論止觀初探. 第一卷, 止觀總說 / 宗

喀巴大師造論 ; 真如講述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04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2-6-1 (50K 線裝) NT$400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岡波巴四法 / 岡波巴大師根本頌 ; 第

9 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; 堪布羅卓

丹傑藏譯中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源

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: 中華創古文化

協會發行, 11011 .-- 128 面; 22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7853-5-8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遠離四種執著  / 究給 .企千仁波切

(Chogye Trichen Rinpoche)著 ; 周銘賢

譯 .-- 三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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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72 面; 

22 公分 .-- (善知識 ; JB0018Y) .-- ISBN 

978-626-95219-2-0 (平裝) NT$30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3.佛教教理  

226.965  

大海的印記 : 賢度法師傳 / 賢度法師

口述 ; 鄭栗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

面; 23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方法 ; 204) .-

- ISBN 978-626-95316-2-2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釋賢度 2.華嚴宗 3.佛教傳記  

229.63  

道教 

湖南道士和法師的神化 : 新化縣道

教神像微觀歷史人類學和藝術研究 / 

范華(Patrice Fava)著 ; 巫能昌譯 .-- 臺

北市  :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冊 .-- (中國宗教研究特刊 ; 

1) .-- ISBN 978-957-17-3320-3 (全套:精

裝)  

1.道教 2.神像 3.湖南省新化縣  230  

無極聖帝大洞真經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和裕出版社, 11011 .-- 80 面; 15 公

分 .-- (道藏系列 ; Q045-1) .-- 又名:孚

佑帝君大洞真經  .-- ISBN 978-986-

06942-1-5 (平裝) NT$40  

1.洞真部  231.2  

道教齋醮科儀韻律 / 李增陸總編輯 .-

- 南投縣中寮鄉 :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

宮, 11010 .-- 20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7626-9-4 (平裝)  

1.道教儀注  234.1  

基督教 

你很重要! : 72 篇聖經故事,陪伴孩子

親近耶穌 / 任志閏文.圖 ; 王家珍, 上

智文化事業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

化事業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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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兒童聖經 ; Z2039) .-- ISBN 978-986-

6036-73-6 (精裝) NT$650  

1.聖經故事 2.通俗作品  241  

聖言離你不遠 : 丙年主日讀經評註 / 

任安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瑪納文

化, 11011 .-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(瑪納

叢書 ; 6) .-- ISBN 978-986-99912-2-3 

(平裝) NT$390  

1.聖經研究 2.讀經  241.01  

*製造聖經 : 揭露聖經中不為人知的

矛盾(以及為什麼我們看不出來!) / 

巴特.葉爾曼(Bart D. Ehrman)作 ; 黃恩

鄰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鷹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64

面; 23 公分 .-- (鷹之魂 ; 1) .-- ISBN 

978-986-06821-4-4 (平裝) NT$550  

1.聖經 2.聖經研究  241.014  

抓準神的話 : 閱讀、詮釋和應用聖

經的實用指南 / J.史考特.D(J. Scott 

Duvall), J.丹尼爾.海斯(J. Daniel Hays)

著 ; 世界 e 家翻譯小組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10 .-- 488 面; 
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88-4 (平

裝)  

1.聖經解釋學  241.016  

晨聲 : 摩西五經 / 康錫慶著 .-- 初版 .-

- [臺北市] : 真哪噠出版社, 11011 .-- 

312 面; 21 公分 .-- (Truth ; 8) .-- ISBN 

978-986-06601-7-3 (精裝)  

1.摩西五經 2.聖經研究 3.靈修  

241.21  

士師記 : 各人任意而行 / 喬治.施瓦布

(George M. Schwab)著 ; 郭熙安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26-6-8 (平裝) NT$360  

1.士師記 2.聖經研究  241.23  

現在親眼看見你 : 約伯記中創造與

邪惡的喻象 / 羅伯特.費奧(Robert S. 

Fyall)著 ; 沈嘉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友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(New studies in 

biblical theology ; 12) .-- ISBN 978-986-

96581-5-7 (精裝) NT$400  

1.約伯記 2.聖經研究  241.31  

細讀詩篇 / 盧俊義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

市] : 信福出版社, 11012 .-- 240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62-81-0 (卷 3:

精裝) NT$250  

1.詩篇 2.注釋  241.32  

詩篇是我的嚮導 : 詩人教我的靈修

學 = Psalms as my guide : what I learned 

from the Psalmists / 謝挺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 11012 .-- 

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

893-1 (平裝)  

1.詩篇 2.聖經研究 3.靈修  241.32  

路加 : 歷史學家與神學家 / 馬歇爾(I. 

Howard Marshall)著 ; 黃龍光譯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校園書房出版社 , 

11011 .-- 400 面; 22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198-895-5 (平裝)  

1.路加福音 2.注釋  241.64  

在我裡面的 : 從約翰福音尋生命之

道 / 沈介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橄

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華宣出版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48 面; 21 公

分 .-- (經義闡明叢書 ; 14) .-- ISBN 

978-957-556-911-2 (平裝)  

1.約翰福音 2.聖經研究  241.65  

舌頭的大能 / 肯尼斯.寇普蘭(Kenneth 

Copeland)原著 .-- 一版 .-- 臺中市 : 瑞

瑪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70 面; 1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36-2-6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神學  242  

聖靈的果子 / 楊寧亞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

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, 11011 .-- 144 面; 

21 公分 .-- (30 天禱告手冊) .-- ISBN 

978-986-06958-3-0 (平裝) NT$120  

1.聖靈  242.15  

禱告時光. 精選 1, 耶穌愛你.我也愛

你 / 劉恩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愛

的影響力國際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96-0-

5 (平裝) NT$250  

1.基督教 2.祈禱  244.3  

突破性的禁食  / 基耶摩 .馬都納多

(Guillermo Maldonado)著 ; 吳嘉仁譯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

琳書房, 1101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

(禱告叢書  ; EP103-2) .-- ISBN 978-

957-9209-87-8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祈禱  244.31  

上帝的 100 個偉大創造 / 路易.紀里

歐(Louie Giglio), 塔瑪 .伏特納(Tama 

Fortner) 文  ; 尼 可 拉 . 安 德 森 (Nicola 

Anderson)圖 ; 詹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11 .-- 206 面; 20

公分 .-- (iRead ; 11) .-- ISBN 978-986-

400-390-7 (精裝)  

1.基督教 2.信仰 3.宗教與科學 4.通

俗作品  244.9  

快 樂 、 利 他 、 分 享  = Happiness 

altruistic share / 詹俊裕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

會臺灣教會公報社, 11011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(我找到了-幸福之道 ; 1) .-

- ISBN 978-986-0721-25-6 (精裝)  

1.信仰 2.基督徒  244.9  

標竿人生 / 華理克(Rick Warren)著 ; 

楊高俐理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

出版社, 11010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紀

念版 .-- ISBN 978-986-400-389-1 (精裝)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 244.9  

點亮生命 / 王建煊著 .-- 新北市 : 財

團法人臺北市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

金會, 11010 .-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(黃

金閱讀 ; 7) .-- ISBN 978-626-95256-1-4 

(平裝) NT$300  

1.基督教 2.信仰  244.9  

祢就是愛我  / 布萊恩.格羅根(Brian 

Grogan)著 ; 朱怡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光啟文化事業, 11010 .-- 11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3-4 (平

裝) NT$280  

1.基督徒 2.愛 3.靈修  244.93  

太初與終極的話  / 汪小明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42-4 (平裝) NT$350  

1.基督教 2.靈修 3.讀經  244.93  

半熟的餅 / 陳儀裕著 .-- 高雄市 : 陳

儀裕, 11010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07-4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靈修  244.93  

你,值得更好!21 天改變生命 / 劉群茂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

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

靈糧堂, 11011 .-- 104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89961-9-9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祈禱 3.靈修  244.93  

荒漠甘泉 / 考門夫人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真哪噠出版社, 11010 .-- 38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1-6-6 (精

裝)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 244.93  

聖依納爵的靈修智語  / 赫韋內西

(Gabriel Hevenesi)彙編 ; 艾倫.麥克杜

格(Alan G. McDougall)英譯 ; 張明華

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事

業, 11012 .-- 384 面; 15 公分 .-- 中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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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照 .-- ISBN 978-957-546-964-1 (平裝) 

NT$599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 244.93  

神的大能 : 榮耀的見證. 13 / 許郭美

員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主燈塔事

工出版社, 11010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5149-7-2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見證  244.95  

牽手走一生 / 王建煊著 .-- 新北市 : 財

團法人臺北市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

金會, 11010 .-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56-2-1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見證 3.婚姻  244.95  

天主十誡 : 歷久彌新的普世法則 / 金

毓瑋著 .-- 二版 .-- 臺南市 : 聞道出版

社, 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9-0-3 (平裝) NT$300  

1.天主教 2.十誡 3.教會法規  244.96  

我可以問一個很天才的問題嗎? : 黃

哥的信仰 QA 時間 / 黃旭榮作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校園書房出版社 , 

1110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98-900-6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信仰 3.生活指導 4.青少

年  244.982  

你看重不如神看中  / 麗莎 .畢維爾

(Lisa Bevere)著 ; 蕭雅文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

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, 11011 .-

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76-3-5 (平裝)  

1.畢維爾(Bevere, Lisa) 2.基督徒 3.自

我肯定 4.自我實現  244.984  

領袖情操. VI / 趙大衛著 .-- 臺中市 : 

浸宣出版社, 11010 .-- 23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67-2-6 (平裝)  

1.教牧學 2.領導  245  

協同書 : 基督教信義宗信仰告白 / 保

羅麥肯(Paul Timothy McCain)總編輯 ; 

鬫小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路德傳

產基金會, 11011 .-- 92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6403-3-6 (精裝)  

1.信義會 2.信仰  246.4  

天主教教育哲學 : 教會與兩位哲學

家 / 瑪里歐.德蘇薩(Mario O. D'Souza)

作 ; 黃藿, 何佳瑞, 林建福, 王嘉陵, 陳

濼翔, 陳伊琳, 游振鵬, 李彥儀, 林麗

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仁大學出

版社, 11010 .-- 2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9-30-6 (平裝)  

1.馬里旦(Maritain, Jacques, 1882-1973) 

2.郎尼根(Lonergan, Bernard J. F.) 3.天

主教教育 4.教育哲學  247.7  

神的將領. III : 醫治佈道家 / 羅伯茲.

李亞敦(Roberts Liardon)著 ; 柯美玲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

教以琳書房, 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

分 .-- (傳記叢書 ; EB021-1) .-- ISBN 

978-957-9209-85-4 (平裝)  

1.基督教傳記  249.9  

紀律或寬容 : 約翰加爾文的教會觀 / 

江孟哲作 .-- 臺南市 : 江孟哲, 11010 .-

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22-7 (平裝)  

1.加爾文(Calvin, Jean, 1509-1564) 2.學

術思想 3.基督教傳記  249.942  

其他宗教 

一貫真傳之殊勝 : 聖訓譯註 / 廖玉琬

編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光慧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0

面; 21 公分 .-- (光慧仙佛妙訓專題 ; 

11) .-- ISBN 978-986-5768-96-6 (平裝) 

NT$100  

1.一貫道  271.6  

暫訂佛規 = Tentative Commandments / 

張天然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中華天

然一貫大道學會, 11101 .-- 68 面; 21
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

85721-9-5 (平裝)  

1.一貫道  271.6  

家族與鸞堂 : 淡水行忠堂「香火權

威」與「堂際網絡」的形成與變遷 / 

江趙展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
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史地傳記類 ; PC1027)(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  ; 

4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

999-1 (平裝) NT$400  

1.民間信仰 2.宗教傳播 3.宗教事業 

4.家族  271.7  

*宇宙神通大佛手 / 彌勒皇佛作 ; 彌

勒決賢神譯 .-- 臺北市 : 彌勒皇教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36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96-9-7 (平

裝) NT$320  

1.民間信仰  271.9  

佛說大藏正教血盆經 大藏血盆經勸

世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04-4-3 (經摺裝)  

1.民間信仰  271.9  

省悟新篇 : 禮義廉恥. 下冊 / 澎湖竹

灣大義宮得善堂著作 .-- 再版 .-- 澎湖

縣西嶼鄉 : 澎湖竹灣大義宮得善堂, 

11010 .-- 29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813-2-6 (平裝)  

1.民間信仰 2.勸善  271.9  

神隊友 神救援 : 問神的秘訣 道教的

奇蹟 / 吳平和, 黃蘭婷著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90-188-3 (平裝) NT$280  

1.民間信仰 2.道教  271.9  

安西大醮 : 五條港安西府庚子年金

籙太上覃恩祈安護國七朝清醮. 宮廟

篇 / 黃偉強, 吳宏毅, 洪長成, 周志明, 

楊秀娟, 劉普雄, 吳秉修合著 ; 楊秀娟

主編 .-- 雲林縣臺西鄉 : 五條港安西

府管理委員會, 11012 .-- 192 面; 4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8365-4-9 (精裝)  
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雲林縣臺西鄉  

272.097  

南港村褒雄宮 / 潘祈賢, 林秀鳳, 何治

郎編撰 .-- 南投縣國姓鄉 : 南港村褒

雄宮管理委員會, 11012 .-- 137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37-0-2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南投縣國姓鄉  

272.097  

*林口頂福巖顯應祖師傳衍 / 王貞乃, 

王奕超採訪 ; 王奕超作 .-- 新北市 : 林

口頂福巖, 11010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21-0-1 (精裝)  
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新北市  272.64  

安平迎媽祖上香山 / 吳明勳, 周翎甄

撰文 ; 臺南市立石門國民小學師生

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安平開臺天

后宮, 11011 .-- 50 面; 25X26 公分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2757-1-2 (精

裝)  

1.媽祖 2.民間信仰 3.通俗作品 4.臺

南市  272.71  

東之島生存記 : 竹南端午祭典之洗

港祭江 / 張海翎文 ; 陳一嫺, 翁振予

圖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苗栗縣在地文

化推廣協會, 11010 .-- 38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95275-

0-2 (精裝) NT$3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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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民間信仰 2.民俗活動 3.繪本 4.苗

栗縣竹南鎮  272.71  

媽祖信仰與北港朝天宮 / 蔡相煇編

撰 .-- 雲林縣北港鎮 : 財團法人北港

朝天宮, 11010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0426-1-1 (精裝)  

1.媽祖 2.民間信仰 3.雲林縣北港鎮  

272.71  

安西大醮 : 五條港安西府庚子年金

籙太上覃恩祈安護國七朝清醮. 宗教

藝術篇 / 黃偉強, 吳宏毅, 洪長成, 周

志明, 楊秀娟, 劉普雄, 吳秉修合著 ; 

楊秀娟主編 .-- 雲林縣臺西鄉 : 五條

港安西府管理委員會, 11012 .-- 267 面; 

4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365-3-2 (精

裝)  

1.建醮 2.民間信仰 3.文物研究 4.雲

林縣臺西鄉  272.8  

安西大醮 : 五條港安西府庚子年金

籙太上覃恩祈安護國七朝清醮. 醮典

篇 / 黃偉強, 吳宏毅, 洪長成, 周志明, 

楊秀娟, 劉普雄, 吳秉修合著 ; 楊秀娟

主編 .-- 雲林縣臺西鄉 : 五條港安西

府管理委員會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88365-1-8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88365-2-5 (下冊:精裝)  

1.建醮 2.民間信仰 3.雲林縣臺西鄉  

272.94  

神話 

圖解世界 5 大神話 : 從日本、印度、

中東、希臘到北歐,65 個主題解讀東

西方神祇與傳說、信仰與世界觀  / 

中村圭志著 ; 林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9-538-0 (平裝) NT$450  

1.神話  280  

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/ 朴始連著 ; 崔優

彬繪 ; 樊姍姍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6 面; 19

公分 .-- (漫畫神話故事)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89-7 (第 15 冊:平裝)  

1.希臘神話 2.羅馬神話 3.漫畫  

284.95  

術數；迷信 

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、奇門遁甲

開運. 虎 / 巫桓, 巫信輝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6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1141-7-2 (平裝) NT$200  

1.術數 2.命書 3.生肖  290  

人類圖爻線全書 / 謝頓.帕金(Chetan 

Parkyn)著 ; 王冠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

實文化出版 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, 

11012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01-96-2 (平裝) NT$620  

1.易占  292.1  

在你的眼裡看見自己 / 白瑜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51-4 (平裝) 

NT$400  

1.占星術  292.22  

星座魅力智慧書 / 阿爾法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樂活 ; 

11) .-- ISBN 978-986-411-150-3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占星術  292.22  

神啊!教我如何扭轉乾坤  / 王崇禮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

- (Mystery ; 37) .-- ISBN 978-986-5496-

46-3 (平裝) NT$420  

1.占卜 2.民間信仰  292.8  

生命靈數新手指南 / 喬伊.伍德沃德

作 ; 張笑晨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1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

69-3 (平裝) NT$380  

1.占卜 2.數字  292.9  

象棋占卜祕笈 : 一棋解答人生大小

事 / 聖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靛藍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25-0-1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占卜  292.9  

實現心願、改變人生的月亮魔法  : 

用藥草、水晶、精油、塔羅、占星

增強月相能量連結,超過 100 種日常

祈願語&儀式指南  / 奧羅拉 .凱恩

(Aurora Kane)作 ; 舒靈翻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大樹林出版社, 11011 .-- 

192 面; 23 公分 .-- (Power ; 1) .-- ISBN 

978-986-06737-7-7 (精裝) NT$420  

1.占卜 2.占星術  292.9  

光籟太陽卡  = Sun power / 賴俞伶

Arianna, 蘇慧棉 Susu 著 .-- 初版 .-- 雲

林縣西螺鎮 : 蘇慧棉, 11011 .-- 88 面; 
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25-8 (平

裝)  

1.占卜 2.心靈療法  292.96  

塔羅攻略 : 從偉特系牌圖透析塔羅

奧祕 / 星宿老師 Farris 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最猛職

人 ; 23) .-- ISBN 978-986-5496-43-2 (平

裝) NT$480  

1.占卜  292.96  

塔羅牌陣全書 / 芭芭拉.摩爾(Barbara 

Moore)著 ; Sad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

化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101 .-

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23-33-3 (平裝) NT$480  

1.占卜  292.96  

2022 福虎生風開運農民曆 / 湯鎮瑋

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610-3 (平裝) 

NT$490  

1.命書 2.改運法  293.1  

虎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. 2022 

/ 黃子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光采
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(開運大補帖 ; 16) .-- 

ISBN 978-986-99126-8-6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生肖 2.改運法  293.1  

紫微心法的前世今生 / 天翊居士著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知青頻道出版有

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1 .-- 378 面; 21 公分 .-- (Easy 

quick ; 179) .-- ISBN 978-986-488-221-2 

(平裝) NT$350  

1.命書 2.紫微斗數  293.1  

詹惟中開運農民曆. 2022 : 詹老師獨

創東方星座開運書,全方位解析流年

紫微密碼,讓你在 2022 年如虎添翼,

平安富貴發大財! / 詹惟中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50-7 (平裝) 

NT$390  

1.命書 2.改運法  293.1  

紫微斗數定應期 / 三禾山人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知青頻道出版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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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342 面; 21 公分 .-- (Easy 

quick ; 180) .-- ISBN 978-986-488-222-9 

(平裝) NT$320  

1.紫微斗數  293.11  

風水學 : 思考及探問 / 魏光莒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9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18-9 (平裝) NT$200  

1.堪輿  294  

雪心賦菁萃 / 沈朝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葫蘆墩易學文創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(堪輿經

典 ; A001) .-- ISBN 978-986-99722-1-5 

(平裝) NT$1200  

1.堪輿  294  

咒術的日本史 / 加門七海著 ; 陳嫻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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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

分 .-- (日本再發現 ; 20) .-- ISBN 978-

626-95026-6-0 (平裝) NT$360  

1.咒語 2.宗教文化 3.民間信仰 4.日

本史  295.5  

謝沅瑾虎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: 史上

最萬用的開運工具書,謝老師親算二

0 二二農民曆、流年流月,一書在案,

平安加持財旺運開! / 謝沅瑾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79-1 (平裝) 

NT$399  

1.改運法 2.命書  295.7  

馬來鬼圖鑑 / 馬尼尼為著.繪圖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010 .-

- 176 面; 1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63-5-7 (平裝) NT$300  

1.鬼靈 2.馬來西亞  298.6  

魔獸最強王圖鑑 : 闇黑王者之戰 / 健

部伸明監修 ; なんばきび繪圖 ; 許郁

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3-799-5 (平裝)  

1.妖怪 2.傳說 3.通俗作品  298.6  

自然科學類 

總論 

十萬個為什麼 : 生活科學 / 王永慧

作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0 面; 23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08-3 (精裝) 

NT$280  

1.科學 2.問題集 3.通俗作品  302.2  

十萬個為什麼 : 自然科學 / 王永慧

作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0 面; 23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07-6 (精裝) 

NT$280  

1.科學 2.問題集 3.通俗作品  302.2  

十萬個為什麼 : 身體奧祕 / 王永慧

作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0 面; 23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06-9 (精裝) 

NT$280  

1.科學 2.人體生理學 3.問題集 4.通

俗作品  302.2  

十萬個為什麼 : 動物世界 / 王永慧

作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80 面; 23X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05-2 (精裝) 

NT$280  

1.科學 2.動物 3.問題集 4.通俗作品  

302.2  

改變世界的科學定律 : 與 33 位知名

科學家一起玩實驗 / 川村康文作 ; 張

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

(科學視界  ; 263) .-- ISBN 978-986-

5408-73-2 (平裝) NT$320  
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 303.4  

藏在糖裡的科學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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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2 .-- 32 面 ; 

22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51-

9 (精裝) NT$300  

1.糖 2.科學實驗 3.通俗作品  303.4  

生活科學大哉問 / 左卷健男作 ; 蔡婷

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9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49-5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科學發明王. 32 : 保護地球環境的發

明品  / Gomdori Co.文  ; Hong Jong-

Hyun 圖 ; 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68 面; 25 公分 .-- (漫畫科學先修

班) .-- ISBN 978-957-658-680-4 (平裝) 

NT$300  

1.科學 2.漫畫  307.9  

超能金小弟. 2, 神祕穿牆人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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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魔法

學園 ; CHH004) .-- ISBN 978-986-0761-

18-4 (平裝) NT$25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. 3, 冬日篇 : 雪

人 融 化 了  / 凱 蒂 . 柯 本 斯 (Katie 

Coppens) 文  ; 荷 莉 . 哈 塔 姆 (Holly 

Hatam)圖 ; 劉握瑜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- (知識讀本

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

110-2 (平裝) NT$28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8.9  

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. 4, 春日篇 : 世

界 地 球 日  / 凱 蒂 . 柯 本 斯 (Katie 

Coppens) 文  ; 荷 莉 . 哈 塔 姆 (Holly 

Hatam), 安娜.奧喬亞(Ana Ochoa)圖 ; 

劉握瑜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

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80 面; 23

公分 .-- (知識讀本館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305-115-7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8.9  

數學 

(警專入學考)警專數學乙滿分這樣

讀 / 高偉欽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677-2 (平裝)  

1.數學  310  

(警專入學考)警專數學甲滿分這樣

讀 / 高偉欽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687-1 (平裝)  

1.數學  310  

魔數小子. 1, 義大利麵與肉丸子 : 面

積與周長的祕密 / 瑪瑞琳.伯恩斯文 ; 

黛比.提莉圖 ; 吳梅瑛譯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48 面; 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28-6 ( 精 裝 ) 

NT$3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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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數學 2.通俗作品  310  

魔數小子. 2, 貪心的三角形 : 多邊形

的祕密 / 瑪瑞琳.伯恩斯文 ; 戈登.西

里佛雅圖 ; 冶海茲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29-3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 310  

魔數小子. 3, 夢想家的披風 : 幾何圖

形的祕密 / 艾琳.佛里德曼文 ; 金.霍

華圖 ; 王心瑩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8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30-9 (精裝) NT$350  
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 310  

魔數小子. 4, 阿曼達的瘋狂大夢 : 乘

法的祕密 / 辛蒂.紐斯汪德文 ; 麗莎.

伍卓芙圖 ; 吳梅瑛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31-6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 310  

魔數小子. 5, 國王的超級特派員 : 計

算數量的祕密 / 艾琳.佛里德曼文 ; 蘇

珊.格瓦拉圖 ; 王心瑩譯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32-3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 310  

數學故事讀說寫 : 敘事.閱讀.寫作 / 

洪萬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8 面; 21

公分 .-- (鸚鵡螺數學叢書) .-- ISBN 

978-957-14-7325-3 (平裝)  

1.數學 2.文集  310.7  

珠心算應用學學習單元. 第 1 階 / 中

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珠心算應用學

教材編審委員會編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, 11010 .-

- 80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8071-5-0 (平裝) NT$200  

1.珠算 2.心算  311.17  

深入淺出細說微積分 / 沈淵源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1 .-- 427 面; 23 公分 .-- 

(TechMore) .-- ISBN 978-957-14-7314-7 

(平裝)  

1.微積分  314.1  

大域微分幾何. 上, Riemann 幾何基礎 

/ 黃武雄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

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立臺灣

大學發行, 11010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50-511-2 ( 精 裝 ) 

NT$550  

1.大域微分幾何  316.52  

大域微分幾何. 下, 幾何變分學 / 黃武

雄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

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

行, 11010 .-- 3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12-9 (精裝) NT$600  

1.大域微分幾何  316.52  

大域微分幾何. 中, 活動標架法 / 黃武

雄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

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

行, 11010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10-5 (精裝) NT$500  

1.大域微分幾何  316.52  

電腦資訊科學 

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 : 

111 年啟用試題 / 林文恭研究室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98-2 (平裝)  

1.電腦 2.網頁設計  312  

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

(111 年啟用試題) / 林文恭, 葉冠君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2-999-9 (平裝)  

1.電腦 2.網頁設計  312  

數位科技概論 / 施威銘, 吳文立, 旗立

資訊研究室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

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0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66-

7 (下冊:平裝)  

1.數位科技  312  

Arduino 微電腦控制實習 : 含 AMA 先

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-使用 iPOE M3 / 

梅克 2 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台 科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4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59-4 (平裝)  

1.微處理機 2.電腦結構  312.116  

我的第一本 iPad 手帳 : 從製作到裝

飾,用 GoodNotes 與 Procreate 打造更

適合自己的專屬電子手帳 / Sharky, 

栗子, DT GoodNote 作 ; 黃莞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

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2 .-

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

271-2 (平裝)  

1.迷你電腦 2.筆記法  312.116  

AWS CDK 完全學習手冊 : 打造雲端

基礎架構程式碼 IaC / 林侃賦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iT 邦

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20-3 (平裝) NT$600  

1.雲端運算  312.136  

Google 職場活用實戰書 : 高效掌握文

件、試算、簡報、表單、遠距與會

議 /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995-1 (平裝)  

1.網際網路 2.搜尋引擎 3.文書處理  

312.1653  

雲端發展與重要創新應用 / 數位新

知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46-7 (平裝) 

NT$300  

1.網際網路 2.雲端運算 3.產業發展  

312.1653  

最速網頁開發 : 用 Go Web 一手建立

高能效網站系統  / 廖顯東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48-5 (平裝) NT$880  

1.網頁設計 2.全球資訊網 3.電腦程

式語言  312.1695  

用 ASP.NET Core 打造軟體積木和應

用系統 / 陳明山, 江通儒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988-3 (平裝)  

1.電腦程式設計 2.軟體研發  312.2  

C++併發處理實戰 / Anthony Williams

著 ; 劉超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67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03-2 (平

裝)  
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C  

ECMAScript 關 鍵 30 天  : ES5 到

ESNext 精準進擊 JS 語法與核心 / Yuri 

Tsai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84 面; 23 公

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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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434-919-7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 

312.32J36  

精通 JavaScript / Marijn Haverbeke 原

著 ; 黃詩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7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89-0 (平

裝)  

1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 

312.32J36  

(最新 ITS 認證版)Python 零基礎入門

班(含 ITS Python 國際認證模擬試題) 

/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

015-5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Python x APCS 解題思路 / 劉士華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3-960-8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Python 大數據專案 X 工程 X 產品解

析 資料工程師的升級攻略 / 林子軒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76-52-2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大數據  

312.32P97  

Python 遊戲開發講座. 進階篇 : 使用

pyGame / 廣瀨豪著 ; 吳嘉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91-3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Python 網路爬蟲 : 大數據擷取、清洗、

儲存與分析 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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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47-8 ( 平 裝 ) 

NT$750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Python 實戰聖經 : 用簡單強大的模組

套件完成最強應用 / 文淵閣工作室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43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92-0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培養刷題基本功 : Python 程式設計師

的頭腦體操 / 増井敏克著 ; 許郁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2-990-6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電腦程式

設計 3.演算法  312.32P97  

TQC+AutoCAD 2022 特訓教材. 3D 應

用篇 / 吳永進, 林美櫻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9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978-4 (平裝)  

1.AutoCAD 2022(電腦程式) 2.考試指

南  312.49A97  

循序學習 AutoCAD 2020 / 康鳳梅, 許

榮添, 詹世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2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64-

6 (平裝)  

1.AutoCAD 2020(電腦程式)  

312.49A97  

( 準 時 下 班 祕 笈 ) 超 實 用 ! 公 務 員

EXCEL 省時必備密技 108 招 : 輕鬆

提高自動化執行力(Office 365 版本) / 

張雯燕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54-8 (平裝)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Excel VBA 新手入門 : 從基礎到爬蟲

實例應用 / 蔡文龍, 張志成, 何嘉益, 

張力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8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16-2 (平裝)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Illustrator CC 超世代數位設計高手必

備  : 圖樣繪製、創意插畫、專屬

Logo 速效入門 / 數位新知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0-547-4 ( 平 裝 ) 

NT$560  

1.Illustrator(電腦程式)  312.49I38  

Illustrator 超完美入門 / 高野雅弘原

著 ; 陳亦苓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8 面; 
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87-6 (平

裝)  

1.Illustrator(電腦程式)  312.49I38  

LibreOffice 7.x 實 用 範 例 輕 鬆 學  : 

Writer、Calc、Impress / 侯語彤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76-627-7 (平裝)  

1.LibreOffice(電腦程式)  312.49L5  

結合 Matlab 與 ROS 快速上手無人自

走車 / 林顯易, 陳雙龍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6-53-9 (平裝) NT$650  

1.MATLAB(電腦程式) 2.電腦程式設

計  312.49M384  

SOLIDWORKS Composer 培訓教材 / 

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.
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

- 繁體中文版 .-- ISBN 978-986-434-

955-5 (平裝)  
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  

312.49S678  

高手系列 : 學 SOLIDWORKS 2020 翻

轉 3D 列印 / 詹世良, 張桂瑛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66-0 (平裝)  
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  

312.49S678  

流程自動化實務 : 微服務和雲端原

生 架 構 中 的 協 調 與 整 合  / Bernd 

Ruecker 原著 ; 黃銘偉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29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996-8 (平裝)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5  

Windows 11 重磅登場 : 雲端、影音、

設計、自媒體、商務、線上會議全

方位打造專屬你的工作平台(全彩) / 

沈文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

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55-3 (平裝) 

NT$750  

1.WINDOWS(電腦程式) 2.作業系統  

312.53  

圖解 Docker & Kubernetes 的知識與使

用方法 / 小笠原種高原著 ; 衛宮紘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76-550-8 (平裝)  

1.作業系統  312.54  

圖解資料結構 : 使用 Python / 吳燦銘
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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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986-434-925-8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資料結構 2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

312.73  

Intel 大師帶你架設 AI 底層 : 持久記

憶體架構服務實作 / 李志明, 吳國安, 

李翔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

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8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46-1 (平裝) 

NT$780  

1.資料庫 2.資料庫管理系統  312.74  

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

術 : Tableau 打造 30 個經典數據圖表 

/ 彭其捷, 陳克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

923-4 (平裝)  

1.大數據 2.資料探勘  312.74  

PHP8 & MariaDB/MySQL 網站開發 : 

超威範例集 / 陳惠貞, 陳俊榮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17-9 (平裝)  

1.PHP(電腦程式語言) 2.SQL(電腦程

式語言) 3.網頁設計 4.網路資料庫 5.

資料庫管理系統  312.754  

Web 應用系統安全 : 現代 Web 應用

程 式 開 發 的 資 安 對 策  / Andrew 

Hoffman 原著 ; 江湖海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2-986-9 (平裝)  

1.電腦網路 2.網路安全 3.資訊安全 

4.軟體研發  312.76  

資通安全法規彙編 / 行政院國家資

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編輯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552 面; 17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84-5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資訊安全 2.資訊法規  312.76  

影視後製全攻略 : Premiere Pro/After 

Effects(適用 CC) / 鄭琨鴻, 嚴銘浩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85-2 (平裝)  

1.數位媒體 2.數位影像處理 3.電腦

動畫  312.8  

AI 人工智慧全知道! / 陳俊中, 曹毓倫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29-6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2.通俗作品  312.83  

Web:AI 智慧生活應用 / 蔡宜坦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02-5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2.電腦程式設計 3.物聯

網  312.83  

用 Google 玩人工智慧實驗 : Google 

AI Experiments 探索 : 含 ICT 資通訊

認證 Bas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

工智慧入門 / 張原禎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52-5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 312.83  

人工智慧再進化 : 聯邦學習讓資料

更安全穩固 / 彭南博, 王虎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6-51-5 (平裝) NT$780  

1.機器學習  312.831  

超越多顯卡多機器 : 分散式機器學

習超速實戰 / 陳敬雷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6-54-6 (平裝) NT$1000  

1.機器學習  312.831  

天文學 

如果,宇宙 : 穿越千載浩瀚時空,探索

絕美天外奇蹟 / 侯東政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94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895-7 (平裝) 

NT$375  

1.宇宙 2.天文學  320  

認識天氣與星星 / Crocodile House 文 ; 

凹工房圖 ; 黃薇嬪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

412-4 (精裝)  

1.天文學 2.天氣 3.繪本  320  

哈伯寶藏 : 哈伯太空望遠鏡 30 年偉

大探索與傳世影像 / 吉姆.貝爾(Jim 

Bell)作 ; 徐麗婷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34-3-0 (精裝) NT$800  

1.Hubble Space Telescope (Spacecraft) 

2.太空探測 3.天文望遠鏡  322.42  

哈伯歲月 : 哈伯太空望遠鏡 365 影像

精選日曆 = The years of Hubble / 大石

國際文化編輯群編著 ; 李昫岱翻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76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34-2-3 (精裝) NT$1200  

1.天象 2.天文攝影 3.天文望遠鏡  

323  

太陽系大圖鑑  = Visual book of the 

solar system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黃

經良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4

公分 .-- (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列)(伽

利略科學大圖鑑 ; 6) .-- ISBN 978-986-

461-268-0 (平裝) NT$630  

1.太陽系  323.2  

我的第一本宇宙學 / 沙達德.凱德-薩

拉.費隆(Sheddad Kaid-Salah Ferrón)文

字  ; 愛 德 華 . 阿 爾 塔 里 巴 (Eduard 

Altarriba)繪圖 ; 朱慶琪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64 面; 29X29 公分 .-- (科學

+) .-- ISBN 978-957-14-7333-8 (精裝)  

1.宇宙  323.9  

颱風 / 克里.伊曼紐(Kerry Emanuel)作 ; 

吳俊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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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36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15-0 ( 平 裝 ) 

NT$880  

1.颱風 2.歷史  328.55  

物理 

(警專入學考)警專物理滿分這樣讀 / 

曾禹童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5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01-4 (平裝)  

1.物理學  330  

物理. 力學篇 : 60 分鐘學基礎力學 / 

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馬啟軒翻譯 .-- 

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

年伽利略 ; 15) .-- ISBN 978-986-461-

266-6 (平裝) NT$250  

1.物理學 2.力學  330  

台灣聲學學會 110 年會員大會暨第

34 屆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= 2021 annual 



22 

 

meeting and 34th symposium of Taiwan 

acoustical association / 國立雲林科技

大學創意生活設計所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聲學學會, 11011 .-- 3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124-9-

2 (平裝)  

1.聲學 2.文集  334.07  

光的原理 : 在許多科學領域大放異

彩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馬啟軒翻

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

- (少年伽利略 ; 16) .-- ISBN 978-986-

461-267-3 (平裝) NT$250  

1.光學 2.通俗作品  336  

基本電學攻略本 / 李文源, 李協衛, 鄭

曜鐘, 林金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65-

0 (下冊:平裝)  

1.電學 2.電路  337  

求救的訊號 / 曹永先, 韓晶旭作 ; 金

宇覽繪 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68 面; 25 公

分 .-- (電子英雄傳 ; 2) .-- ISBN 978-

986-5588-54-0 (平裝)  

1.電子學 2.漫畫  337.9  

圖解粒子物理 : 從牛頓力學到上帝

粒子,一窺物質的究極樣貌 / 和田純

夫著 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67-

3 (平裝)  

1.粒子 2.核子物理學  339.4  

化學 

生活中的東西都可以寫成化學式 = 

How do you enjoy chemical formulas? / 

山口悟著 ; 洪文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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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2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7-5-0 (平裝) 

NT$360  

1.化學 2.化學反應  340  

煉金術新手指南 / 莎拉.鄧作 ; 羅亞琪
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33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70-9 (平裝) 

NT$420  

1.鍊金術  340.99  

分析化學 / Daniel C. Harris, Charles A. 

Lucy 著 ; 方嘉德編譯 .-- 十版 .-- 新北

市 : 鼎隆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528 面 ; 26 公分  .-- (滄海書碼  ; 

CE0298-1) .-- ISBN 978-986-7696-38-0 

(平裝)  

1.分析化學  341  

精油化學參考手冊  / 大衛 .希爾編

撰 .-- 新北市 : 早安健康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9906-7-8 (平裝) NT$100  

1.香精油 2.化學  346.71  

地質學 

山的世界 / 迪特.布朗(Dieter Braun)圖

文 ; 郭芳君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

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04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45-

0 (精裝) NT$480  

1.山岳  351.5  

好奇孩子大探索 : 危機就是轉機,古

生物生存圖鑑 / 探究學舍監修 ; 李彥

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閱

讀) .-- ISBN 978-626-7050-27-9 (平裝) 

NT$350  

1.古生物學 2.爬蟲類化石 3.通俗作

品  359  

山頂上的一百萬顆牡蠣 / 艾力克斯.

諾奎斯(Alex Nogués)文 ; 蜜倫.阿希恩.

羅拉(Miren Asiain Lora)圖 ; 葉淑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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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

- 48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

01-1 (精裝)  

1.化石 2.古生物學 3.地質學  359.1  

生物學 

研之有物 : 見微知著!中研院的 21 堂

生命科學課 /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

編輯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24 面; 23 公分 .-- (科學人文 ; 81)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74-6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生命科學 2.生物技術 3.生物醫學

工程  360  

生命之鑰 : 諾貝爾獎得主親筆呈獻 

一場對生命奧秘的美麗探索 / 保羅.

納斯(Paul Nurse)作 ; 邱佳皇譯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PopSci ; 

14) .-- ISBN 978-957-658-682-8 (平裝) 

NT$400  

1.生命科學  361  

神奇的外泌體 / 莊銀清, 陳振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百

科 ; 53) .-- ISBN 978-626-320-012-8 (平

裝) NT$350  

1.細胞生物學  364  

探索生命能量的來源 : 細胞大電廠 : 

粒線體的奧祕 / 王剴鏘, 鄭漢中合

著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釀 出 版 , 

11012 .-- 252 面; 23 公分 .-- (釀生活 ; 

36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

553-9 (平裝) NT$580  

1.粒線體 2.健康法  364.23  

站在自然巨人的肩膀 : 走進雨林、

潛入深海、飛躍天空,聆聽奇妙有趣

的生態故事,看見萬物交織的生命織

錦  / 安 . 史 韋 卓 普 - 泰 格 松 (Anne 

Sverdrup-Thygeson)著 ; 王曼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44-1 (平裝) 

NT$400  

1.生態學 2.生物多樣性  367  

拿回我們的未來 : 年輕氣候運動者

搶救地球的深度行動 / 娜歐蜜.克萊

恩 (Naomi Klein), 麗 貝 卡 . 斯 蒂 夫

(Rebecca Stefoff)著 ; 區立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77-7 (平裝)  

1.環境科學 2.環境保護 3.全球氣候

變遷 4.通俗作品  367.212  

動無止境 = On the move / 羅馬娜.洛

瑪尼新(Romana Romanyshyn), 安德瑞.

雷西夫(Andriy Lesiv)繪著 ; 李建興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64 面; 31 公

分 .-- (iMAGE3 ; in008) .-- ISBN 978-

986-0777-59-8 (精裝) NT$550  

1.遷移 2.人類遷徙 3.繪本  367.58  

*有趣的微生物 / 末友靖隆作 ; 友永

太呂繪 ; 張東君譯  .-- 第一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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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42-4 (精裝)  

1.微生物學 2.通俗作品  369  

從檢驗室觀點讀臨床血清免疫學  / 

Christine Dorresteyn Stevens, Linda E. 

Miller 原著 ; 謝宜瑾, 張濬麒, 蔡昀翰, 

何林佳, 張元譯, 胡立言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101 .-- 

5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

435-0 (精裝)  

1.免疫學 2.檢驗醫學  369.85  

植物學 

紅樹林真好玩 / 陳麗雅文.圖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4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5-365-3 ( 精 裝 ) 

NT$380  

1.紅樹林 2.濕地 3.自然保育 4.繪本  

373.554  

療癒之島 : 在 60 種森林香氣裡,聞見

台灣的力量 / 溫佑君, 楊智凱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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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

分 .-- (商周其他系列  ; BO0335) .-- 

ISBN 978-626-318-052-9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植物 2.臺灣  375.233  

動物學 

在黑暗中發光的奇妙生物 : 歷經千

萬年,仍在繼續閃耀 / 柔依.阿姆斯壯

(Zoë Armstrong)著 ; 安雅.蘇沙尼(Anja 

Sušanj)繪 ; 戴至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銀河文化, 11012 .-- 40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43-3-1 (精裝) 

NT$380  

1.動物學 2.發光生物 3.通俗作品  

380  

野生動物世界 : 南半球 / 迪特.布朗

(Dieter Braun)圖.文 ; 溫小瑩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5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6-146-7 (精裝) NT$580  

1.野生動物 2.繪本  380  

魔法森林 : 動物生命的秘密. 昆蟲篇 

= Enchanting forest : the secret life of 

animals / 董景生, 闕雅文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

務局, 11011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74-3 (平裝) NT$950  

1.昆蟲 2.動物生態學 3.臺灣  383.5  

魔法森林 : 動物生命的秘密. 神秘動

物與產地篇 = Enchanting forest : the 

secret life of animals / 董景生, 闕雅文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林務局, 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75-0 (平裝) 

NT$1400  

1.野生動物 2.動物生態學 3.臺灣  

383.5  

魔法森林 : 動物生命的秘密. 蛇和蜘

蛛篇 = Enchanting forest : the secret life 

of animals / 董景生, 闕雅文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

務局, 11011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73-6 (平裝) NT$950  

1.蛇亞目 2.長腳蜘蛛目 3.動物生態

學 4.臺灣  383.5  

夜間動物行為觀測站 / 今泉忠明監

修 ; 林俞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邦

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: 

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

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愛生活 ; 117) .-- 

ISBN 978-986-5520-56-4 (平裝)  

1.動物行為  383.7  

臺灣百種海洋動物. II : 無脊椎動物 = 

One hundred marine animals in Taiwan 

II : invertebrates / 陳國勤, 王展豪, 李

坤瑄, 邱郁文合著 .-- 高雄市 : 海洋委

員會海洋保育署, 11011 .-- 27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44-9 (精裝) 

NT$300  

1.動物圖鑑 2.海洋生物 3.無脊椎動

物 4.臺灣  385.933  

土壤下的迷你工程師 : 你有所不知

的神奇蚯蚓  / 莎莉 .庫特哈德(Sally 

Coulthard)著 ; 周沛郁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本事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1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4-00-8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蚯蚓 2.環節動物  386.696  

金門海蛞蝓 = Sea slugs of Kinmen / 洪

清漳, 黃秀婷著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

寧鄉 :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, 11012 .-

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8-44-6 (平裝) NT$480  

1.腹足綱 2.動物圖鑑 3.金門國家公

園  386.794025  

漫畫昆蟲記 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: 

愛惹麻煩的金龜子 / 吳祥敏著 ; 夏吉

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

樂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7-6-7 (平裝) 

NT$320  

1.昆蟲 2.通俗作品  387.7  

椿象圖鑑 = Stinkbug encyclopedia / 林

義祥(嘎嘎), 鄭勝仲(悠閒)著 .-- 二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(台灣自然

圖鑑 ; 29) .-- ISBN 978-626-320-006-7 

(平裝) NT$790  

1.半翅目 2.動物圖鑑 3.臺灣  

387.764025  

阿鏘的毛毛蟲觀察日記 / 阿鏘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55-0 (平裝)  

1.鱗翅目 2.通俗作品  387.793  

南橫的蛾. 2 = Moths of Nanheng. part 2 

/ 傅建明, 大和田守, 施禮正, 林旭宏

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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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69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72-9 (精裝) NT$1600  

1.蛾 2.臺灣  387.793  

臺灣蝴蝶圖鑑. 上, 弄蝶、鳳蝶、粉

蝶 / 徐堉峰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

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3

公分 .-- (臺灣自然圖鑑 ; 25) .-- ISBN 

978-626-320-007-4 (平裝) NT$850  

1.蝴蝶 2.動物圖鑑 3.臺灣  

387.793025  

變色龍超圖鑑 : 品種、繁殖、飼育

知識一本掌握 / 加藤学著 ; 童小芳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4-958-1 (平裝)  

1.爬蟲類 2.寵物飼養 3.動物圖鑑  

388.7921  

身而為鳥 : 從飛翔到築巢,進食到鳴

唱,鳥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 / 大衛.希

伯利(David Allen Sibley)作 ; 吳建龍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1 .-- 208 面; 28 公分 .-- (Common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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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) .-- ISBN 978-986-5562-35-9 (平裝) 

NT$650  

1.鳥 2.通俗作品  388.8  

臺灣野鳥手繪圖鑑 = A field guide to 

the birds of Taiwan / 蕭木吉主撰 ; 李

政霖繪圖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林務局, 社團法人台北市

野鳥學會, 11012 .-- 43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5-68-2 ( 平 裝 ) 

NT$1600  

1.鳥 2.動物圖鑑 3.臺灣  388.833025  

人類學 

失落的地球真相. 2, 地球過去的星際

文 明 時 代  / 拉 杜 . 錫 納 馬 爾 (Radu 

Cinamar)著 ; 珊朵拉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大喜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56 面; 23 公分 .-- (星際傳訊) .-- ISBN 

978-626-95202-1-3 (平裝) NT$299  

1.人類演化 2.基因組 3.文明史  

391.6  

卡漫解剖學. 骨骼篇 = Comic anatomy 

/ 童均元編劇 ; 和童之村繪 .-- 新北市 : 

大和童藝文工作室, 11011 .-- 8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84-0-0 (平裝) 

NT$400  

1.骨骼 2.人體解剖學 3.漫畫  394.2  

*腦的運作機制 : 腦如何使我們記憶、

思考?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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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14) .-- ISBN 978-

986-461-265-9 (平裝) NT$250  

1.腦部 2.科學  394.911  

DK 不可思議的人體大探險(3D 透視

版) / 理查.普雷特(Richard Platt)作 ; 史

蒂芬.比斯蒂(Stephen Biesty)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1-321-0 (精裝) NT$380  

1.人體學 2.通俗作品 3.Human body  

397  

人體奧祕大發現 : 受傷和生病之謎

大解密 / 西本修著作.繪畫 ; 彭春美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686-817-7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1.人體生理學 2.病理學 3.通俗作品  

397  

不可思議的你! : 跟我們一起來認識

你的隱私部位 / 蓋兒.薩姿(Gail Saltz)

文 ; 林恩.克拉瓦斯(Lynne Cravath)圖 ; 

林盈蕙, 胡光能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小魯知識繪本 ; 

AKP005N) .-- ISBN 978-626-7043-49-3 

(精裝) NT$350  

1.生殖器官 2.生殖系統生理學 3.繪

本  398.8  

應用科學類 

總論 

中國智造 / 共青團中央網路影視中

心, 中國青年網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

市  : 黃 山 國 際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( ; 16) .-- 

ISBN 978-986-397-130-6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科學技術 2.人物志 3.通俗作品 4.

中國  400  

IPOE 科技誌. 8 : 程小奔火星拓荒挑

戰賽 / 尤濬哲, 連宏城, 黃文玉, 趙珩

宇, 蕭佳明, 蘇恆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 : 勁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0 .-- 10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57-0 (平裝)  

1.科技教育  403  

中央政府科技研發績效彙編. 109 年

度 / 徐玉梅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

與資訊中心, 11010 .-- 1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19-310-1 (平裝)  

1.中央政府 2.科學技術 3.研發  

409.33  

醫藥 

處方箋 : 一位醫者的思索筆記 / 凱倫.

希區考克(Karen Hitchcock)著 ; 劉思

潔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游擊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

分  .-- (Ponder ; 5) .-- ISBN 978-986-

06604-6-3 (平裝) NT$420  

1.醫學 2.醫療服務  410  

越南醫記 : 一位台灣醫師的越南行

醫紀錄 / 張武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社團法人新北市亞洲教育科學文化

協會, 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98-0-3 (平裝) NT$480  

1.醫療服務 2.醫療社會工作 3.越南  

410  

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

集. 2021 年 /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

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長庚

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, 

11011 .-- 29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6990-9-9 (平裝)  

1.醫學倫理 2.人文素養 3.文集  

410.1619  

這「疫」片被壟罩的天空 : 敘事醫

學閱讀反思與寫作 / 王雅慧編著 .-- 

臺中市 : 王雅慧, 11011 .-- 240 面; 21

公分 .-- (醫學人文叢書系列 ; 8)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51-7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醫學教育 2.醫病關係 3.文集  

410.3  

古今君主封聖褒揚 : 醫家考證 = An 

examination of revered doctors elevated 

& endorsed by Chinese sovereigns 

through the ages / 殷揚智, 林昭庚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中市  : 中國醫藥大學 , 

11010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778-73-5 (平裝) NT$500  

1.中國醫學 2.人物志  410.992  

台灣中醫口述歷史. IV / 謝福德, 潘銀

來, 張吳蘭英, 郭奕德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, 

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, 中華民國中

醫癌症醫學會, 張仲景文教基金會, 

11012 .-- 6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9102-4-5 (精裝) NT$2000  

1.中國醫學 2.口述歷史 3.臺灣傳記  

410.9933  

BMW 身心治療法 : 降低壓力賀爾蒙

的流量,有效解除焦慮、疲勞與慢性

疼痛 / 蓓兒.帕瓦(Bal Pawa)著 ; 劉宗

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87-6 (平

裝) NT$400  

1.健康法 2.呼吸法 3.心靈療法  

411.1  

一日一頁醫學知識 : 每天 5 分鐘,365

堂一看就懂的必修健康課 / 大衛.季

德(David S. Kidder), 諾亞 .奧本海姆

(Noah D. Oppenheim), 布 魯 斯 . 楊 恩

(Bruce K. Young)作 ; 王惟芬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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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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, 

11011 .-- 386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 

41) .-- ISBN 978-986-289-673-0 (平裝) 

NT$550  

1.健康法 2.生活指導  411.1  

不生病的日子真好 : 寫給你的健康

長壽寶典 / 鈴木祐著 ; 李璦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Creative ; 

171) .-- ISBN 978-986-179-703-8 (平裝) 

NT$380  

1.健康法  411.1  

後青春,真少年 : 口腔保健、膳食營

養 / 趙莉芬, 林偉民作 .-- 初版 .-- 桃

園市 :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

大學,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醫學事業發

展中心, 11010 .-- 28 面; 21X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59-0-4 ( 精 裝 ) 

NT$680  

1.中老年人保健 2.口腔衛生 3.健康

飲食 4.繪本  411.1  

後青春,真少年 : 肌力強化、功能重

建 / 趙莉芬, 林偉民作 .-- 初版 .-- 桃

園市 :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

大學,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醫學事業發

展中心發行, 11010 .-- 28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9-1-1 (精裝) 

NT$680  

1.中老年人保健 2.運動健康 3.繪本  

411.1  

後青春,真少年 : 認知促進、社會參

與 / 趙莉芬, 林偉民作 .-- 初版 .-- 桃

園市 :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

大學出版,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醫學事

業發展中心發行 , 11010 .-- 28 面 ; 
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9-2-

8 (精裝) NT$680  

1.中老年人保健 2.社會參與 3.信心

訓練 4.繪本  411.1  

趣味免疫學 : 如何養成提升免疫力

的日常習慣,降低感染新冠肺炎與糖

尿病、心臟病、高血壓的風險 / 石

原新菜著 ; 藍嘉楹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8

面; 23 公分 .-- (知的! ; 186) .-- ISBN 

978-626-320-008-1 (平裝) NT$350  

1.免疫力 2.健康法  411.1  

關鍵飲食 健康沒有祕密,只需好好吃

一餐 : 身體不好都是因為吃錯東西?

改變飲食的小習慣,不花錢也能吃出

健康長壽 / 陳明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15-2 ( 平 裝 ) 

NT$330  

1.健康法 2.健康飲食  411.1  

100 個日常正念瑜珈 : 任何人任何時

間都可以練習的瑜珈、近 100 篇研

究論文搭配實際操作的瑜珈 = 100 

daily mindfulness yoga practices : yoga 

for anytime, anywhere , almost 100 

scientific reports and articles to support 

100 yoga practices / 李怡如 Sangeeta

作 .-- 一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桑吉塔

靜心空間工作室, 11012 .-- 352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91-1-0 (平裝) 

NT$420  

1.瑜伽 2.靜坐  411.15  

每一天的靜心之書 : 365 則心靈智語,

喚醒自癒的無限潛能 / 沃西.史托克

(Worthy Stokes)著 ; 蘇楓雅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00-2 (平裝) 

NT$380  

1.靜坐 2.生活指導  411.15  

空中芭蕾全圖解示範 : 培訓專業教

學者的第一本書 = The aerial ballet's 

first handbook : a complete guide to be a 

professional aerial's instructor / 夏綠荷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

版社, 1101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8-433-6 (平裝)  

1.瑜珈  411.15  

科學健身解剖 : 501 式瑜伽伸展訓練 

/ 南西 J. 哈耶斯基著 ; 漢優翻譯團隊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71-320-3 (平裝)  

1.瑜伽  411.15  

瑜伽與動禪 : vinyāsa 的流動藝術 / 

理察.福禮縵(Richard Freeman), 瑪麗.

泰樂(Mary Taylor)著 ; 湯乃珍, 陳薇真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葦文思, 漫

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: 

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101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612-8-8 (平裝) NT$550  

1.瑜伽  411.15  

原來大腦可以這樣練 : 提升學習抗

壓力,成功者的大腦運動訓練課程 / 

洪聰敏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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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身體文化 ; 169) .-

- ISBN 978-957-13-9584-5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健腦法 2.運動健康  411.19  

愛地球 護健康 環境友善飲食手冊 = 

Plant based diet /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

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

國民健康署, 11010 .-- 6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9-52-8 ( 平 裝 ) 

NT$50  

1.營養 2.健康飲食  411.3  

實用餐飲營養學 / 徐阿里, 楊萃渚, 許

淑貞, 陳冠如, 夏先瑜, 蘇家愷, 張惠

琴, 陳立真, 邱致穎, 李民賢合著 .-- 五
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2-809-5 (平裝) NT$380  

1.營養 2.飲食  411.3  

謝明哲博士的保健食品全事典 / 謝

明哲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2 面; 

21 公分 .-- (三采健康館)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85-9 (平裝) NT$480  

1.健康食品 2.營養  411.373  

高齡者的運動與全人健康 / 方進隆
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都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2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067-8-2 (平裝)  

1.運動健康 2.體適能 3.中老年人保

健  411.71  

妳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/ 馬克.

羅倫 (Mark Lauren), 約書亞 .克拉克

(Joshua Clark)著 ; 王淑玫譯 .-- 二版 .-

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
司發行, 11010 .-- 196 面; 23 公分 .-- 

(Live & learn)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39-0 (平裝) NT$380  

1.健身運動 2.運動健康 3.女性  

411.711  

彰化縣衛生統計動向 . 109 年度  = 

Health Statistics in Changhua County / 

彰化縣衛生局編著 .-- 彰化市 : 彰化

縣衛生局, 11012 .-- 141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73-36-5 (平裝)  

1.公共衛生 2.統計 3.彰化縣  

412.1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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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與治理 : 衛生醫療法規實務 / 廖

哲宏, 梁慧玫, 黃志中, 蘇嘉宏, 陳月

端, 王宏育, 賴聰宏, 邱郁芸, 林佳麗, 

廖義銘, 楊宜璋, 潘炤穎合著 ; 黃志中

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

衛生局, 1101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5-58-2 (平裝)  

1.公共衛生 2.衛生法規 3.文集 4.臺

灣  412.13307  

守護健康 : 談藥品法規科學 / 詹明曉, 

張琳巧, 簡文斌, 徐立峰, 陳筱筠, 王

亞蕾, 張瑋倫, 陳恒德, 葉志鴻, 李財

坤作 ; 李財坤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

立臺灣大學藥品及新興產業創新教

學推動中心, 11101 .-- 14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2-63-6 (平裝)  

1.藥政法規 2.藥政管理  412.21  

臺北市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認證

宣導手冊 / 黃世傑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, 11011 .-- 121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50-0 (平

裝) NT$200  

1.食品衛生管理 2.餐飲管理  412.25 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

局. 109 年報 /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

植物防疫檢疫局編 .-- 臺北市 : 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, 

11010 .-- 7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5-69-9 (平裝) NT$150  

1.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

疫局  412.4061  

偉大抗疫精神 : 築起新的精神豐碑 / 

人民日報評論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龍時代, 11011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

- (社會館 ; ES013) .-- ISBN 978-986-

98780-8-1 (平裝) NT$480  

1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.傳染性疾

病防制 3.中國大陸研究  412.471  

國際合作視域下的全球抗疫 / 張貴

洪, 李因才, 邱昌情, 程子龍著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195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3-7 

(平裝) NT$450  

1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.傳染性疾

病防制 3.國際合作  412.471  

小喜與朋友們. 2021. 10, 唉呦呦! = 

Chelsea and friends 2021. 10, Oopsie 

Daisy! / 王曉鳳作 ; 侯慧繪 .-- 第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, 

11010 .-- 36 面; 2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469-54-2 (平

裝) NT$150  

1.幼兒健康 2.兒童讀物  412.58  

小喜與朋友們. 2021. 11, 黑狼,謝謝你! 

= Chelsea and friends 2021. 11, Thanks! 

wolfy! / 王曉鳳作 ; 侯慧繪 .-- 第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, 

11010 .-- 36 面; 2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469-55-9 (平

裝) NT$150  

1.幼兒健康 2.兒童讀物  412.58  

小 喜 與 朋 友 們 . 2021. 12, 阿 嬤 ! = 

Chelsea and friends 2021. 12, Grandma! 

/ 王曉鳳作 ; 侯慧繪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, 

11010 .-- 36 面; 2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469-56-6 (平

裝) NT$150  

1.幼兒健康 2.兒童讀物  412.58  

小 喜 與 朋 友 們 . 2021. 9, 汪 ! 汪 ! = 

Chelsea and friends 2021. 9, Woof! woof! 

/ 王曉鳳作 ; 侯慧繪 .-- 第 1 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, 

11010 .-- 36 面; 2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469-53-5 (平

裝) NT$150  

1.幼兒健康 2.兒童讀物  412.58  

環境健康風險及溝通  = Facilitating 

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

communication / 論壇「環境健康風險

及溝通」委員會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

竹南鎮 :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; 

[臺北市] : 衛生福利部, 11011 .-- 163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48-

1 (平裝) NT$250  

1.環境衛生 2.衛生行政  412.7  

國 家 中 醫 藥 研 究 所 年 報 . 2020 = 

Annual report, National Research 

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, MOHW / 

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編 .-- 

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

究所, 11010 .-- 6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9-51-1 (平裝)  

1.中醫 2.中醫藥管理 3.文集  413.07  

原態. 八之四 : 人體設計原理 / 游朱

義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捷威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5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641-6-2 (平裝)  

1.人體生理學 2.中醫  413.16  

超前部署 醫起顧好精氣神 / 柯建新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柏樂出版有限

公司出版 :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

- (樂活 ; 12) .-- ISBN 978-986-06613-4-

7 (平裝) NT$320  

1.中醫 2.健康法  413.21  

養生集覽 / (明)佚名輯 ; 李國信, 于永

敏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

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89 面; 21 公

分 .-- (中醫保健站 ; 104) .-- ISBN 978-

986-346-345-0 (平裝) NT$280  

1.中醫 2.養生  413.21  

養好脾肺腎 / 李愛科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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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2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

10-4 (平裝) NT$360  

1.中醫 2.保健常識 3.小兒科  413.21  

脈學精要與四診尊賢 / 杜基祥, 杜怡

貞, 朱素華, 李秋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生原中醫診所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257-1-3 (上冊:平裝) .-

- ISBN 978-626-95257-2-0 ( 下 冊 : 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95257-3-7 (全套:

平裝) NT$1600  

1.脈診  413.23  

血壓的祕密 : 經脈醫學科學化天才

醫師、經脈血壓計世界專利發明人

郭育誠,透過血壓量測,取得十二經脈

資訊,達成遠距醫療診斷與日常保健 

/ 郭育誠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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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96-64-3 ( 平 裝 ) 

NT$520  

1.脈診 2.中醫診斷學 3.血壓  

413.2441  

中醫失智懶人包 = Manual of dementia 

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/ 林舜穀, 

李家瑜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, 11010 .-- 14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46-3 (平

裝)  

1.中醫 2.護理學 3.失智症  413.28  

靈素針 / 于景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4 面; 

21 公分 .-- (中醫保健站 ; 103) .-- ISBN 

978-986-346-344-3 (平裝) NT$300  

1.針灸 2.經絡  413.91  

高級心臟救命術 : ACLS 重點指引&

精 要 解 說  = ACLS notes : clinica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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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cket guide / 陳志中, 張朝煜作 .-- 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3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94-626-9 (平裝) NT$360  

1.急救 2.心肺復甦術  415.22  

甲狀腺腫瘤台灣診療實務與經驗  / 

諶鴻遠, 施銘朗, 陳思達, 劉鳳炫, 黃

玉儀, 陳坤源等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財團法人德澤醫學研究基金會, 

11010 .-- 13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00-0-7 (平裝)  

1.甲狀腺腫瘤  415.662  

皮膚營養學全書 : 減輕過敏發炎、

免疫與荷爾蒙失調,優化腸腦皮膚軸

的抗老化聖經 / 張立人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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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61-1 (平裝) NT$680  

1.皮膚科  415.7  

台灣兒童異位性皮膚炎臨床診療指

引 : 2021 版 = Taiwan guidelines for 

pediatric atopic dermatitis:2021 edition / 

姚宗杰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

學會, 11010 .-- 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29-0-3 (平裝)  

1.異位性皮膚炎 2.兒童  415.712  

皰疹最新治療法  / 蕭悧悧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百

科 ; 54) .-- ISBN 978-626-320-019-7 (平

裝) NT$350  

1.皰疹性皮膚炎  415.723  

血液透析學 / 黃志強編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011 .-- 

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

432-9 (平裝)  

1.透析治療 2.血液透析 3.腎臟  

415.8162  

楊家兩代診治眩暈秘笈 / 楊怡祥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元氣齋出版社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家

醫系列 ; 43) .-- ISBN 978-986-98759-7-

4 (平裝) NT$300  

1.眩暈症  415.939  

九成慢性疼痛,10 秒消失! : 只有 1%

物理治療師才懂!驚人的「關節重置

術」能找出真正痛因,快速根除多年

不適的痛感 / 羽原和則著 ; 羅淑慧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56-1 (平裝) 

NT$320  

1.疼痛醫學 2.健康法  415.942  

*秒除慢性疼痛 / 彼德.藍道夫, 布萊

恩.塔西著 ; 覃曉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43-

3 (平裝) NT$320  

1.疼痛醫學  415.942  

無痛思維 : 來自英國疼痛醫學權威,

應對慢性疼痛的全新方式 / 迪帕克.

拉文德蘭(Deepak Ravindran)著 ; 林怡

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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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醫藥

新知 ; 22) .-- ISBN 978-626-95314-5-5 

(平裝) NT$460  

1.疼痛醫學  415.942  

不再憂鬱 : 踏上終生遠離憂鬱症的

美好旅程 / 葛雷哥里.詹茲(Gregory L. 

Jantz), 濟斯.沃爾(Keith Wall)作 ; 李明

芝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社團法人

臺灣舉手網絡協會, 11010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(醫療保健 ; T020) .-- ISBN 

978-986-99206-2-9 (平裝) NT$420  

1.憂鬱症 2.心理治療  415.985  

不再憂鬱操作手冊 : 12 週邁向終生

安適健康的旅程  / 葛雷哥里 .詹茲

(Gregory L. Jantz), 濟 斯 . 沃 爾 (Keith 

Wall)作 ; 李明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社團法人臺灣舉手網絡協會, 11010 .-

- 224 面 ; 21 公分  .-- (醫療保健  ; 

T021) .-- ISBN 978-986-99206-3-6 (平

裝) NT$199  

1.憂鬱症 2.心理諮商 3.心理治療  

415.985  

雖然憂鬱,卻還是想努力活著 : 不逃

避就是最大的勇氣!從不知所措到坦

然面對,我與憂鬱、焦慮、輕微強迫

症共處的真實故事 / 李荷妮著 ; 袁育

媗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心靈漫步) .-- ISBN 978-957-

08-6043-6 (平裝)  

1.憂鬱症 2.通俗作品  415.985  

重建之手 : 熱血整型外科醫師的診

療手札 / 朱育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57-

4 (平裝)  

1.整型外科 2.醫療服務 3.通俗作品  

416.4  

脊髓損傷排尿照護居家寶典 / 郭漢

崇, 蔡昀岸, 廖俊厚, 王炯珵, 鄒頡龍, 

江元宏, 黃玉慧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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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Dr. Me

健 康 系 列  ; 187) .-- ISBN 978-626-

95292-1-6 (平裝) NT$400  

1.脊髓損傷 2.泌尿系統  416.616  

踮踮腳根!10 秒消除足底痛 / 富澤敏

夫作 ; 龔亭芬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11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

342-6 (平裝) NT$320  

1.腳 2.健康法  416.619  

看懂風濕免疫 : 教你正確對抗風濕、

應變新冠病毒! / 張德明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

(身體文化 ; 168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89-0 (平裝) NT$350  

1.風濕病 2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3.

保健常識  416.63  

別跑!視力小偷! / 王一雅作 ; 張芸荃

插畫 .-- 初版 .-- [桃園市] : 目川文化

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 面; 27

公分 .-- (衛教小尖兵 ; 6) .-- ISBN 978-

986-06102-8-4 (精裝) NT$320  

1.眼科 2.視力保健 3.繪本  416.7  

最重要的小事,不容輕忽的耳鼻喉症

狀! : 別讓病毒笑你傻,跟著醫師提升

自我健康防護罩 / 張益豪, 王瑞玲, 陳

亮宇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橙實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

- (Orange health ; 14) .-- ISBN 978-626-

95198-0-4 (平裝)  

1.耳鼻喉科 2.問題集  416.8022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4, 固定義齒技

術學 / 楊春全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
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10-1 (平

裝) NT$225  

1.牙科技術 2.義齒  416.9  

可治療的牙髓與不可治療的牙髓  : 

活髓保存的科學與臨床 / 泉英之著 ; 

王浩庭,陳涵鈺翻譯 .-- 第 1 版 .-- 臺

中 市  : 白 色 牙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162-4-3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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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牙科 2.牙髓病  416.94  

幼幼牙助的植牙筆記 / 牙醫助理崩

壞版作 .-- [臺北市] : 牙醫助理崩壞版, 

11011 .-- 13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35-2-0 (精裝)  

1.牙科植體 2.牙科 3.臨床助理  

416.955  

與巴掌仙子共舞 : 週歲前的育兒技

巧 / 鄭素芳, 楊佩瑜著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金名圖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1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

91-5 (平裝) NT$500  

1.早產兒 2.早產兒護理 3.育兒  

417.5171  

與癌症共處 : 醫療診斷與情緒指南 / 

Vicki A. Jackson, David P. Ryan, 

Michelle D. Seaton 原著 ; 陳珮如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

1110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8-434-3 (平裝)  

1.癌症 2.安寧照護 3.通俗作品  

417.8  

100 種藥草療癒全書 / 喬夏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11 .-- 49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3-9-

5 (平裝) NT$980  

1.藥用植物 2.植物性生藥  418.52  

中華藥典 / 陳時中總編輯 .-- 第九

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

管理署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469-49-8 (全套:精裝)  

1.藥典  418.62  

實 用 膳 食 療 養 學  = Practical diet 

therapy / 章樂綺, 林宜芬, 彭巧珍, 陳

麗琴, 殷梅津, 趙佩君, 鄭金寶, 賴聖

如, 楊雀戀, 歐陽鍾美, 陳珮蓉, 郭月

霞, 王麗民, 黃瑞華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杏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7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94-627-6 (平裝)  

1.食療 2.營養  418.91  

睡前來一杯養生酒 : 理氣安神,喝出

免疫力 / 陳潮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(健康與飲食 ; 141) .-- ISBN 

978-626-320-015-9 (平裝) NT$450  

1.酒 2.養生 3.食譜  418.915  

彼拉提斯與核心復健運動 / 邱俊傑, 

PILATES 核心復健團隊著 .-- 五版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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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

- (舒活家系列 ; HD2005A) .-- ISBN 

978-626-95175-7-2 (平裝) NT$500  

1.復健醫學 2.運動健康  418.92  

天使靈氣在人間  / 周清華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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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66-7 (平裝) NT$350  

1.心靈療法 2.靈修  418.98  

來自宇宙的能量 : 解構能量療法的

祕密 / Sophia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集夢坊, 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065-9-3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心靈療法 2.能量  418.98  

矽谷水果哥的躁鬱人生 / 楊志仁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(內

在探索 ; 26) .-- ISBN 978-986-0707-44-

1 (平裝) NT$350  

1.心靈療法 2.躁鬱症  418.98  

療癒身心的書目療法 : 在對的時間

讀到對的書,透過 7 個選書練習,釋放

每個過度努力的你! / 寺田真理子著 ; 

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
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89-666-2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閱讀治療  418.989  

水晶女神 888 : 天地合一的神聖顯化

力 量  / 阿 蓮 娜 . 菲 雀 爾 德 (Alana 

Fairchild)著 ; 黃春華, 非語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(心靈成長系

列 ; 233-235) .-- ISBN 978-986-06291-

8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620 .-- ISBN 

978-986-06291-9-4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510 .-- ISBN 978-626-95318-0-6 (全

套:平裝)  

1.另類療法 2.水晶 3.能量  418.995  

香氣記憶 : 透過氣味分子喚醒內在

感知能力 / 陳美菁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 : 雅 書 堂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香氛漫 ; 

3) .-- ISBN 978-986-302-605-1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 418.995  

親子芳療 : 用香氣調整親子關係、

相處模式 / 陳美菁(Kristin)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0-94-7 (平裝) NT$320  
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 418.995  

讓 我 做 你 的 腎 上 腺 素  / 手 拉 心

Solaxin 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

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(第一本 ; 110) .-- ISBN 

978-986-137-348-5 (平裝) NT$280  

1.醫學 2.醫病關係 3.通俗作品  

419.47  

長期照顧 / 黃惠璣, 陳麗華, 陳翠芳, 

胡月娟, 陳世堅, 何瓊芳, 徐麗娟, 王

俞蓉, 謝佩倫, 葉淑惠, 吳麗芬, 彭安

娜, 賴添福, 陳坤鍾, 黃邵瑋, 吳岱鋼, 

胡中宜, 郭淑珍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

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5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0-787-6 (平裝) NT$575  

1.長期照護 2.老人養護  419.71  

地方創生下的老後生活 : 共生社區

照顧模式的八大關鍵 / 梁鎧麟, 詹弘

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24-8 (平裝) 

NT$280  

1.社區式照護服務 2.老人養護  

419.711  

臨床情境案例照護手冊 / 曾麗華, 林

秀惠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

企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3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07-1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症狀護理 2.護理技術  419.8  

內外科護理技術 / 陳敏麗, 倪麗芬, 張

玉珠, 吳秋燕, 陳麗華, 柳秋芳, 劉棻, 

鄭惠珍, 阮淑萍, 曾明晰, 黃翠媛, 羅

淑玲, 何昭中, 姜如珊, 李惠玲, 戴秀

珍, 蔡素珍, 王俞蓉, 王瑜欣, 顧潔修, 

曾瑛容, 陳海焦, 林淑君, 李玉秀, 范

君瑜, 簡淑慧, 黃人珍, 唐心如編著 .-- 

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85-2 (平裝)  

1.內外科護理  419.82  

對話 : 大郭醫師的癌症診間微光故

事 / 郭于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

水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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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- 272 面 ; 23 公分  .-- (悅讀健康  ; 

HD3170) .-- ISBN 978-626-95175-8-9 

(平裝) NT$420  

1.安寧照護 2.癌症 3.通俗作品  

419.825  

家政 

清田式日常微運動瘦身術 / 清田真

未作 ; 彭春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出色文化, 1101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

- (Good life ; 54) .-- ISBN 978-986-

06993-7-1 (平裝) NT$399  

1.家政 2.減重  420  

天然無毒又省錢! : 小蘇打的 100 個

使用妙招 / 古後匡子監修 ; 陳令嫻

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

- (自然樂活 ; 2) .-- ISBN 978-986-302-

607-5 (平裝) NT$220  

1.家政 2.手冊  420.26  

<<積存時間的生活>>續集 : 從兩個

人到一個人 / 津端修一, 津端英子口

述 ;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文 ; 李毓昭翻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太雅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熟

年優雅學院  ; 35) .-- ISBN 978-986-

336-419-1 (平裝)  

1.家政 2.生活美學 3.老年  421.4  

我的第一本陳設軟裝計劃書 / 漂亮

家居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

256 面; 25 公分 .-- (Solution ; 133) .-- 

ISBN 978-986-408-750-1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1.家庭佈置 2.室內設計  422.3  

食療聖經 減重版 : 終極瘦身 / 麥克.

葛雷格著 ; 李明哲譯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48 面; 

23 公分 .-- (三采健康館 ; 156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97-2 (精裝) NT$880  

1.減重 2.營養 3.健康飲食  425.2  

史上最有效的美顏教科書 : 日本明

星指定人氣教練!木村式小臉矯正計

畫,消除鬆弛和皺紋,透過臉部肌肉訓

練,解決顏面煩惱! / 木村祐介作 ; 游

念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19-7 (平裝)  

1.皮膚美容學 2.臉 3.按摩  425.3  

ncca 凝膠指甲初級認證 / 卓守鈞, 李

帝龍編著 .-- 3 版 .-- 高雄市 : 花漾藝

術美甲國際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1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178-5-0 (平

裝) NT$300  

1.指甲 2.美容  425.6  

氣質女神養成密技 56 個備受疼愛的

小心機 / 高田將代作 ; 李依珊翻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15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0-343-3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姿勢 2.儀容 3.生活指導  425.8  

全圖解裁縫聖經 : 晉升完美裁縫師

必學基本功 / Boutique-sha 著 ; 方嘉鈴, 

連雪伶, 莊琇雲, 瞿中蓮, 田采譯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 , 11012 .-- 632 面; 26 公分 .-- 

(Sewing 縫紉家 ; 16) .-- ISBN 978-986-

302-608-2 (平裝) NT$1200  

1.縫紉 2.衣飾 3.手工藝  426.3  

容易製作.嚴選經典 : 設計師の私房

款手作服 / 海外竜也著 ; 瞿中蓮譯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

(Sewing 縫紉家 ; 27) .-- ISBN 978-986-

302-609-9 (平裝) NT$420  

1.縫紉 2.衣飾 3.手工藝  426.3  

手作,秋收趣 : 玩轉季節調色盤! : 為

平凡日常添上令人心喜的花草圖騰

布包&衣物裝飾 / BOUTIQUE-SHA 授

權 ; 周欣芃, 彭小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(Cotton 

friend 手作誌 ; 54) .-- ISBN 978-986-

302-604-4 (平裝) NT$380  

1.手工藝  426.7  

珍藏手作的小美好 : 拼布波奇包&收

納布盒設計選 / BOUTIQUE-SHA 授

權 ; 林麗秀, 彭小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(Patchwork

拼布教室 ; 24) .-- ISBN 978-986-302-

606-8 (平裝) NT$420  

1.拼布藝術 2.手工藝  426.7  

*叢林學院. 2020 / 林幸珍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林幸珍, 11010 .-- 213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44-

9 (平裝) NT$400  

1.拼布藝術 2.手工藝  426.7  

角落小夥伴 掌心絨毛布偶大集合 / 

主婦與生活社著 ; 高雅溎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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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

- 11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72-8 (平裝) NT$380  

1.玩具 2.圖錄  426.78  

中餐烹調丙級完勝密技(葷食) / 鄭至

耀, 李舒羽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上

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

30 公分 .-- (加強班 ; 1) .-- ISBN 978-

957-9065-62-7 (平裝) NT$450  

1.烹飪 2.食譜 3.考試指南  427  

料理美味的科學 : 五星主廚無法解

釋,權威科學家告訴你讓食物更好吃

的幻變魔法 / 朴容基著 ; 陳聖薇譯 .-

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方言文化出版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58-5 (平裝) 

NT$360  

1.飲食 2.食物  427  

田野裡的美味日常. 臺南篇 / 石郁琴, 

李郁淳, 陳勵勤主編 .-- 臺南市 : 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, 

11011 .-- 99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80-4 (平裝) NT$250  

1.食譜  427.1  

打造輕體質 : 營養師 X 名廚教你簡

單做排毒、紓壓料理 / 程安琪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林文化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3-126-6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食譜  427.1  

早午餐聖經 / 吳充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44-

4 (平裝) NT$380  
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 427.1  

快速簡單.健康美味.好好吃早午餐元

氣料理,88 道以愛和營養調味的幸福

早午餐人氣提案  / 艾蘇美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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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



30 

 

- (Learning) .-- ISBN 978-986-5543-58-7 

(平裝) NT$399  

1.食譜  427.1  

阿芳的手做筆記 : 70 道用料理過生

活的食物密碼 / 蔡季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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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47-5 (精裝) NT$360  

1.食譜  427.1  

阿芳的家庭料理筆記 : 190 道餐桌上

的幸福味 / 蔡季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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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51-2 (精裝) NT$360  

1.食譜  427.1  

家常風味煲湯 滋補養生保健康 / 郭

泰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

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類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

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

611-0 (平裝)  

1.食譜 2.湯  427.1  

煮一碗幸福的湯  / 程安琪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21-7-4 (平裝) NT$320  

1.食譜 2.湯  427.1  

超簡單!微波瘦身湯 : 不節食、不運

動,一餐改喝瘦身湯,2 個月瘦 6 公斤 / 

Atsushi 著 ; 林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樹 ; 

167) .-- ISBN 978-986-507-593-4 (平裝) 

NT$330  

1.食譜 2.減重 3.湯  427.1  

輕食丼 / adito(アヂト)作 ; 蔡婷朱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01-527-6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食譜  427.1  

燉飯 X 濃湯專賣店 / 楊文定, 符聖憶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邦聯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(滋味館 ; 92) .-- ISBN 978-986-

06889-0-0 (平裝) NT$420  

1.食譜  427.1  

歡迎光臨老妹的灶下! : 從醬料 x 冷

盤 x 西式烘焙 x 中式麵點 x 家常菜 x

甜點的 50 道低碳無糖全食譜 / 老妹

的灶下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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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160 面; 23 公分 .-- (Learning) .-- ISBN 

978-986-5543-55-6 (平裝) NT$399  

1.食譜  427.1  

細說北方菜 : 咀嚼北方飲食文化的

轉變 / 郭木炎, 岳家青作 .-- 臺北市 : 

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21-5-0 (平

裝) NT$488  

1.食譜 2.中國  427.11  

細說蘇杭菜 : 品嚐比美天堂味的鮮

美 / 徐文斌, 岳家青作 .-- 臺北市 : 食

為天文創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21-6-7 (平

裝) NT$500  

1.飲食風俗 2.食譜 3.中國  427.1121  

Thomas Chien : 味覺的旅途 / 簡天才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52-5 (精裝) 

NT$790  

1.食譜  427.12  

上菜囉!日劇家常菜 / 小野慶子, 謝苹

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

11011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5-00-6 (平裝) NT$420  

1.食譜 2.日本  427.131  

不需要菜刀和切菜板的一個人美食 / 

Akarispmt's Kitchen 作 ; 黃怡菁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issue ; 

34) .-- ISBN 978-986-06620-9-2 (平裝) 

NT$340  

1.食譜 2.烹飪  427.131  

傳家大廚菜 : 國宴主廚邱寶郎的 30

年終極之味!輕鬆拆解「色香味」技

法 ,在家重現餐廳功夫菜  / 邱寶郎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

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15-8 (平裝) 

NT$580  

1.食譜 2.烹飪 3.臺灣  427.133  

Emily 和菓子魔法書 : 用溫暖的心做

菓子,致那些深蘊日常的幸福瞬間! / 

吳蕙菁(Emily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 : 聯合發行
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(廚房 Kitchen ; 120) .-- ISBN 

978-626-95118-3-9 (平裝) NT$48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Taiwan 烘焙大趨勢. 2022 : 焙感 : 職

人技藝的五十道溫度 = Taiwan baking 

trends / 文世成, 曹志雄, 廖銘政, 陳有

鋕, 陳永信, 賴彥良, 許明輝, 游東運

等合著 ; 何航順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職

人烘焙誌文化出版社, 11011 .-- 2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1-0-2 (平

裝)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小嶋留美の入口即化餅乾的絕佳技

法 / 小嶋留美作 ; 李亞妮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

其書房出版 :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12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

(悅滋味 ; 137) .-- ISBN 978-986-5520-

55-7 (平裝)  

1.點心食譜 2.烹飪  427.16  

心理師的療癒烘焙私旅 : 與點心相

遇的日子,讓「心」被療癒 / 莫茲晶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0-95-4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吸睛的甜蜜好味!經典不敗手感烘焙 : 

甜點師精選,忍不住分享的幸福滋味! 

/ 柳谷みのり著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96 面; 19X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70-3 (平裝)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初心者的免攪拌手溫歐包 / 艾力克.

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

1101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5-02-0 (平裝) NT$42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很簡單造型戚風蛋糕 / 丘涵萱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4-184-1 (平裝) NT$50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峰麵包 熟成的韻味 / 陳志峰著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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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1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(Baking ; 

9) .-- ISBN 978-986-5481-17-9 (平裝) 

NT$48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超人氣雜糧蔬果歐式麵包 : 烘焙職

人陳豐昇老師的 26 款麵包提案 / 陳

豐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

11011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93-8-8 (平裝) NT$55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當代法式甜點聖經 : 50 位法國首席

甜點師 X50 種創作熱情與靈感 X50

款經典原創風味鉅獻  / 海倫 .路辛

(Hélène Luzin)著 ; 林惠敏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52-5-5 (精裝) NT$1500  

1.點心食譜 2.飲食風俗 3.法國  

427.16  

零失敗!自宅麵包烘焙教室 / 吉永麻

衣子作 ; 林芷柔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12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0-341-9 (平裝) NT$35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萬年不敗!一個模型做糕點 / 加藤里

名作 ; 胡家齊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出版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96 面; 26 公分 .-- (Joy cooking) .-- ISBN 

978-986-6210-81-5 (平裝) NT$34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誕生於法國的焦糖堅果.果仁糖.帕林

內 / 青山翠作 ; 胡家齊翻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出版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96 面; 20 公分 .-- (Joy cooking ; 

147) .-- ISBN 978-986-6210-82-2 (平裝) 

NT$340  

1.點心食譜 2.堅果類  427.16  

樂玩蛋白霜 : 馬林糖、馬卡龍、帕

芙洛娃、達克瓦茲到手指蛋糕,73 款

蛋白霜甜點+15 款內餡搭配,從平面

到 3D 造型,一次玩遍! / 兔兔老師

Stel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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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08 面; 26

公分 .-- (廚房 Kitchen ; 120) .-- ISBN 

978-626-95118-2-2 (平裝) NT$499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*暖呼呼.湯便當 / 水瓶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 :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1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bon matin ; 

138) .-- ISBN 978-986-384-612-3 (平裝) 

NT$380  

1.食譜  427.17  

餐桌上的魔豆 : 豆類與豆製品的料

理魔法,100 道不敗經典和創意家常

菜必收藏! / 楊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

版  : 九 歌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i 健康 ; 

57) .-- ISBN 978-626-95026-5-3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豆菽類 2.豆製品 3.食譜  427.33  

成為酒鬼 / All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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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taste) .-- 

ISBN 978-626-95211-1-1 ( 平 裝 ) 

NT$520  

1.調酒  427.43  

法式手作果醬的藝術 : 從選擇、搭

配到調製,星級餐廳專屬果醬大師教

你以台灣水果創作出絕妙滋味 / 艾

紀達.戴伯悌(Ezilda Depardieu), 亨利.

戴伯悌(Henri Depardieu)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積木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
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59-368-2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果醬 2.食譜  427.61  

原來可以這樣搭!柑橘果醬料理趣 / 

陳怡茹, 邱淑媛, 葉益全, 黃懷瑩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花蓮縣吉安鄉 : 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, 11010 .-

- 10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5-70-5 (平裝) NT$50  

1.果醬 2.食譜  427.61  

瘋玩鑄鐵鍋 : 隨便煮煮就好吃,美味

秒殺! / 范家菘(SungKing)著 .-- 三版 .-

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44

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方舟 ; 6011) .-- 

ISBN 978-626-95006-7-3 (平裝)  

1.食物容器 2.鍋  427.9  

其實我也好想哭 : 清除育兒焦慮,從

學會做自己開始 / 福田花奈繪.著 ; 楊

詠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8 面; 21 公

分 .-- (Life) .-- ISBN 978-957-14-7330-7 

(平裝)  

1.育兒 2.心理輔導  428  

重啟的二次人生 孩子讓我成為更好

的自己 : 心理諮商師 X 老公前世情

人,從懷孕生產到全職媽媽,苦中作樂、

笑中帶淚的育兒日記 / 李麗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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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16-897-1 (平裝) 

NT$350  

1.育兒 2.通俗作品  428  

從心教養 / 吳怡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

問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03-9-9 (平裝) 

NT$320  
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 428  

權威醫師團隊寫給妳的寶寶安心副

食品 x 病症照護全攻略 : 史上第一本!

結合嬰幼兒常見疾病、居家照護與

在家製作安心副食品的 4 階段飲食

全書 / 吳宗樺, 張日錦, 楊樹文, 林劭

儒, 林圓真, 彰化秀傳暨彰濱秀傳醫

院著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130-514-1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育兒 2.小兒營養 3.食譜 4.健康照

護  428.3  

刺激孩子大腦與身體成長的 68 個感

覺統合遊戲 / 鴨下賢一, 池田千紗, 小

玉武志, 高橋知義著 ; 林慧雯翻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出版, 城邦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
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6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8-07-2 (平裝) 

NT$450  

1.育兒 2.感覺統合訓練 3.親子遊戲  

428.6  

大手小手玩遊戲 / 何采諭文 ; 謝慶萱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21X21

公分 .-- (小魯寶寶書 ; ABP082N)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50-9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1.育兒 2.兒童遊戲  428.82  

生命背後的真相 : 身教,言教,不如胎

教 / 陳鈺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
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43-1 (平

裝) NT$360  



32 

 

1.胎教 2.懷孕  429.12  

農業 

亞曼的樸門講堂 : 懶人農法.永續生

活 設 計 . 賺 對 地 球 友 善 的 錢  = 

Permaculture with Yamana : design for 

sustainable living ensuring the money 

you make fosters a better planet / 亞曼

(Yamana)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

綠光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(綠色生活 ; 29) .-- ISBN 

978-626-95078-1-8 (平裝) NT$420  

1.永續農業 2.生活態度  430.13  

有機農業產銷技術研討會專輯 / 陳

文華, 林永鴻主編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

內埔鄉  : 臺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, 

11011 .-- 2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5826-3-7 (平裝) NT$300  

1.有機農業 2.產銷管理 3.文集  

430.1307  

農業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研討會論

文集. 110 年度 / 石憲忠, 任心抬, 林

立, 林裕彬, 林朝欽, 林明瑩, 倪禮豐, 

莊國鴻, 許育慈, 許自研, 陳琦玲, 陳

健忠, 陳泰元, 陳盈丞, 陳昇寛, 陳怡

樺, 張繼中, 張素貞, 湯雪溶, 黃瑞彰, 

黃文益, 潘佳辰, 劉東憲, 蔡正賢, 蔡

恕仁, 賴瑞聲, 嚴國維作 ; 盧柏松總編

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東市 :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, 11010 .-- 

6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

66-8 (平裝) NT$240  

1.農業生態 2.永續農業 3.文集  

430.163307  

生態農場如何賺大錢賺健康 / 吳睿

保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博毓食農教

育學園, 11011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吳睿保的農業世界 ; 2) .-- ISBN 978-

986-06146-1-9 (平裝) NT$680  

1.農業經營 2.有機農業  431.2  

農田裡的造夢者 : 51 個築夢踏實的

農 耕 故 事  = Good agricultural labor 

force / 唐祖湘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新竹

市  : 財 團 法 人 農 業 科 技 研 究 院 , 

11010 .-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021-9-7 (平裝) NT$350  

1.農民 2.農業經營 3.人物志  431.4  

吳景超日記 : 劫後災黎 / 吳景超原著 ; 

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

文創, 11012 .-- 242 面; 21 公分 .-- (血

歷史 ; 207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540-81-4 (平裝) NT$300  

1.饑荒 2.中國  431.9  

*作物生產與農業災害防範研討會論

文輯 / 廖君達, 田雲生, 蕭政弘, 李紅

曦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中華農

業氣象學會, 11010 .-- 15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90-0-1 (平裝) 

NT$500  

1.農作物 2.氣象災害 3.農業災害防

制 4.文集  433.107  

農藥藥理與應用 : 殺菌劑 / 曾德賜編

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藝軒圖書出

版社, 11011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94-033-3 (平裝)  

1.農藥 2.藥理學  433.731  

臺灣稻米奇蹟 / 夜未央 Mio 漫畫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 25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32-9363-7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稻米 2.漫畫 3.臺灣  434.111  

是的,我們是有智慧的大豆! / 黃懷瑩, 

曾竫萌, 劉興榮著 .-- 第一版 .-- 花蓮

縣吉安鄉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

區農業改良場, 11010 .-- 1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67-5 (平裝) 

NT$100  

1.大豆 2.精緻農業 3.農業經營  

434.121  

瓊麻思 / 王滎鍹, 王貴琳, 許偉珊文.

圖 .-- 屏東縣恆春鎮 : 屏東縣恆春鎮

僑勇國民小學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472-

46-7 (精裝) NT$250  

1.纖維作物 2.產業發展 3.繪本 4.屏

東縣恆春鎮  434.16  

看漫畫養寵物鳥 摸透鳥兒的真心話 

/ 磯崎哲也, Moneko 作 ; 胡毓華翻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91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0-346-4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鳥 2.寵物飼養 3.動物行為 4.漫畫  

437.794  

世界麵包通用聖經 / Jeffrey Hamelman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 , 

11011 .-- 4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93-6-4 (平裝) NT$1500  
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 439.21  

工程 

基於系統工程的堅果立方衛星系統

開發 / 呂文祺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0-

186-9 (平裝) NT$600  

1.系統工程 2.監視系統 3.衛星  440  

基礎工程力學搶分秘笈. 下, 材料力

學篇 / 孫德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弘揚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9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7-8-1 (平

裝)  

1.材料力學  440.21  

製圖實習搶分祕笈 / 歐陽弘, 廖美雯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弘揚圖書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380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57-9-8 (下冊:平裝) 

NT$420  

1.工程圖學 2.教學實習  440.8  

圖解土木工程 / 許聖富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98-2 (平裝) NT$350  

1.土木工程  441  

新北市市定古蹟中和瑞穗配水池修

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/ 詹益

寧主持 ; 蘇鴻奇協同主持 .-- 新北市 : 

新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- 37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51-2 (平

裝)  

1.建築物 2.古蹟修護 3.新北市中和

區  441.4  

臺中市歷史建築「清泉崗聖潔教會」

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/ 徐慧民計畫主

持 ; 賴宗吾協同主持 ; 徐慧民, 賴宗

吾, 李釗然, 蕭淳陽, 黃怡嘉, 賈雯婷

研究撰稿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文化資

產處, 11010 .-- 4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41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教堂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
臺中市  441.41  

彰化縣歷史建築社頭泰安岩修復工

程 工作報告書 / 賴意升計畫主持 .-- 

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

11010 .-- 5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73-33-4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1200  

1.廟宇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
護 4.彰化縣社頭鄉  441.4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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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

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 / 李秉穎編著 .-

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局, 11011 .-

- 6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05-

628-3 (平裝) NT$470  

1.施工管理 2.室內設計 3.問題集  

441.52022  

這樣做,多少錢? : 裝潢估價單編列一

本通 /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 , 11010 .-- 224 面 ; 25 公 分  .-- 

(Solution ; 129) .-- ISBN 978-986-408-

751-8 (平裝) NT$550  

1.施工管理 2.建築材料 3.室內設計  

441.527  

本市核心大街歷史老屋立面整修準

則規範暨工作成果報告書 . 103-109

年 / 林士欽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

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325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56-0 (平裝) 

NT$700  

1.歷史性建築 2.臺南市  441.562  

新北市歷史建築「五股守讓堂」修

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/ 徐裕

健, 林正雄, 呂俊儀撰稿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9 .-

- 86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2-50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房屋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
護 4.新北市五股區  441.59  

臺北人本環境大躍進 / 黃立遠, 李惠

裕, 王健忠, 周國平, 劉家銘, 吳再欽, 

林慧忠, 陳炳麟, 張泰昌, 洪維聰, 蕭

志龍, 洪辰儒, 王明輝, 洪敏琮, 張文

婕, 張其惟, 簡巧涵编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

處, 11011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2-51-7 (平裝)  

1.道路工程  442.1  

捷運地下車站結構混凝土施工實務 

= Practice of structural concrete 

construction for the Taipei MRT 

underground stations / 呂文儒, 蘇瑞麟, 

邱志榮, 蔡百桐, 余逢嶔, 張邦漢, 林

世偉, 紀志迪著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
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10 .-- 204 面; 30

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

年) ; 31) .-- ISBN 978-986-0772-40-1 

(精裝) NT$800  

1.捷運工程 2.施工管理 3.車站  

442.96  

捷 運 高 架 車 站 建 築 造 型 設 計  = 

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Taipei MRT 

elevated stations / 林淑晴, 尹倩妮, 高

玉瓏, 毛夢卿, 管靜如著作 .-- 臺北市 : 

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10 .-- 396

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

版(34 週年) ; 34) .-- ISBN 978-986-

0772-43-2 (精裝) NT$800  

1.捷運工程 2.車站 3.建築美術設計 

4.景觀工程設計  442.96  

捷 運高架 橋梁 結構設 計與 施工  = 

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viaduct 

structure for the Taipei MRT / 黃怡超, 

于中原, 劉娟娟, 黃浲城, 朱慶村著

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

局, 11010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

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 32) .-- 

ISBN 978-986-0772-41-8 ( 精 裝 ) 

NT$800  

1.捷運工程 2.橋樑工程 3.施工管理  

442.96  

捷運潛盾隧道混凝土環片生產實務 

= Practice of concrete lining for the 

Taipei MRT shield tunneling / 呂文儒, 

李建德, 盧宥融, 陳緯璁, 陳子涵, 鄭

博晉著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

運工程局, 11010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

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 

第 33 冊) .-- ISBN 978-986-0772-42-5 

(精裝) NT$800  

1.捷運工程 2.隧道工程 3.施工管理  

442.96  

臺灣近代化文化資產 : 知水.溯源 : 22

處 水 利 文 化 資 產 導 讀  = The 

introduction of Taiwan's water 

conservancy culture heritage : 22 cases / 

黃俊銘計畫主持 ; 黃玉雨協同主持 ; 

簡佑丞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文化

部文化資產局, 11011 .-- 15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26-1 (平裝) 

NT$200  

1.水利工程 2.文化資產 3.水資源管

理 4.臺灣  443  

博揚古籍選. 歷史篇 : 臺灣水利人物

誌 / 楊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26
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600-48-8 (平裝) NT$500  

1.水利工程 2.人物志 3.臺灣  

443.0933  

「高屏溪流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

析」工作計畫. 110 年度 = Sampling 

and analysis for the water quality of Kao-

Ping River(2021) /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編著 .-- [屏東市] : 高屏溪流

域管理委員會, 11012 .-- 65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2616-4-7 (平裝) 

NT$650  

1.河川 2.檢驗  443.6  

海巡艦艇數位教材. 一, 建造領域 造

船規劃 / 胡誠友執行編輯 .-- 高雄市 : 

國家海洋研究院, 11011 .-- 7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50-0 (平裝

附數位影音光碟)  

1.船舶工程  444  

(國民營事業)機械設計(含概要) / 祝

裕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61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74-1 (平

裝)  

1.機械設計  446.19  

Mastercam 2D 繪圖及加工使用手冊 / 

陳肇權, 楊振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965-3 (平裝)  

1.機械工程 2.電腦程式 3.電腦輔助

設計  446.89029  

神奇便利的交通工具 / 羅伯.洛伊德.

瓊斯(Rob Lloyd Jones)文 ; 史戴弗諾.

陶格奈提(Stefano Tognetti)圖 ; 謝維玲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5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03-914-4 (精裝)  

1.車輛 2.運輸工具 3.通俗作品  

447.18  

電機機械(含電工機械概要) : 公職國

營講重點 / 陳澤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4-95-1 (平裝) NT$400  

1.電機工程  448  

馭光前行 : 穿越火力發電時空長廊 = 

Gliding through the light / 古碧玲, 張筧, 

陳世一執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

電力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0 面; 

23 公分 .-- (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 ; 

13) .-- ISBN 978-986-533-200-6 (精裝) 

NT$350  

1.台灣電力公司 2.電力事業 3.歷史  

448.0933  



34 

 

世界第一簡單電子電路 / 田中賢一

作 ; 李漢庭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世

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1

公分 .-- (科學視界 ; 261) .-- ISBN 978-

986-5408-72-5 (平裝) NT$320  

1.電子工程 2.電路  448.62  

5G 技術發展與產業分析 / 徐子明, 鍾

曉君, 蘇奕霖, 黃仕宗, 蘇偉綱, 申作

昊 , 廖 彥 宜 , 柳 育 林 , RIC, 富 士

Chimera 總研, NIKKEIxTREND 作 .-- 

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

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010 .-- 23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42-5 (平裝) 

NT$16000  

1.無線電通訊業 2.行動電話 3.技術

發展 4.產業分析  448.82  

數位通訊系統演進之理論與應用  : 

4G/5G/GPS/IoT 物聯網 / 程懷遠, 程子

陽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49-3 (平裝) 

NT$430  

1.無線電通訊  448.82  

PLC 原理與應用實務 / 宓哲民, 王文

義, 陳文耀, 陳文軒編著 .-- 十二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6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58-5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620  

1.自動控制  448.9  

可程式控制與設計(FX3U) / 楊進成

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52-3 (平裝附

光碟片)  

1.自動控制  448.9  

(玩.做.學 STEAM 遊戲書)自己做機器

人圖解實作書 : 5 大類用途 X20 種機

器人,從零開始成為機器人創客 / 鮑

伯.凱托維奇(Bob Katovich)作 ; 穆允

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76 面; 23

公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47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591-0 (平裝) NT$350  

1.機器人 2.通俗作品  448.992  

Clicbot AI 機器人程式設計與實務應

用 / 陳嘉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18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60-0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2.機器人 3.電腦程式設

計  448.992029  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 

新竹市跳級生 / 李羅, 林佳誼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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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BCB734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45-5 (平裝) NT$450  

1.市政工程 2.新竹市  445.133/112  

不塑之客迺夜市 / 楊若琪文.圖 .-- 新

北市 :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出版 : 

新北市政府發行 , 11010 .-- 22 面 ; 

21X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5462-62-8 (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462-55-0 (精裝)  

1.環境教育 2.環境保護 3.繪本  

445.9  

不塑之教 : 減塑與永續消費教案手

冊 / 魏秀珍計畫主持 ; 張崑將共同主

持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, 

11010 .-- 3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8-03-0 (平裝)  

1.環境教育 2.環境保護  445.9  

出發吧!阿迪 / 吳宸宇, 吳丞晏文.圖 .-

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出

版 : 新北市政府發行, 11010 .-- 32 面; 

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5462-60-4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86-

5462-53-6 (精裝)  

1.環境教育 2.環境保護 3.繪本  

445.9  

海藍色的眼淚 / 陳秋玉創作 .-- 彰化

市 :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, 11010 .-- 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31-

0 (平裝)  

1.環境教育 2.海洋環境保護 3.繪本  

445.9  

與仙子的約定 / 林靜, 謝芯玲, 吳昕瑩

文.圖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

護局出版 : 新北市政府發行, 11010 .-

- 30 面; 21X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5462-61-1 (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462-54-3 (精裝)  

1.環境教育 2.環境保護 3.繪本  

445.9  

環境教育認證 10th / 曾文齡, 許宴菱, 

俞翠蘋, 王書貞, 關召芳, 侯珏執行編

輯 .-- 桃園市 :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

境保護人員訓練所, 11009 .-- 13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8-61-6 (平

裝) NT$250  

1.環境教育 2.文集  445.907  

大埊迴生 :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

基金管理會 20 年紀實 / 簡慧貞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行政院環境

保護署, 1101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38-62-3 ( 精 裝 ) 

NT$600  

1.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

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 445.99  

礦冶 

煉油設備操作實務 / 曾繁鑫, 賴憲玉, 

何世俊, 黃耀輝, 鄧明堂, 陳兆泰, 陳

淑雲, 邱虹梓, 王淑麗, 顏炳文, 李美

津, 王羚, 張士元, 張仁耀, 傅左籐, 巫

昭雄, 楊宗富, 廖恆毅, 何奇律, 王漢

岑, 施榮田, 許顯庭, 蔡汶釧編著 .-- 第

三版 .-- 嘉義市 :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

公司人力資源處訓練所 , 11012 .-- 

冊 .-- (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教材叢

書) .-- ISBN 978-986-533-203-7 (全套:

平裝)  

1.石油煉製  457.7  

應用化學；化工 

「矽谷製造」的漢堡肉? : 科技食物

狂熱的真相與代價 / 拉里莎.津貝洛

夫(Larissa Zimberoff)著 ; 楊詠翔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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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8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55-0 (平裝) 

NT$450  

1.食品科學 2.食品加工  463  

食科 50 璀璨食光 : 領航食品新科技 

共創產業新食代 / 張立宇, 許麗芩, 廖

順福, 李昀諭, 吳秀雲, 陳筱君, 鍾文

萍採訪撰文 .-- 新竹市 : 台灣食品科

學技術學會, 11011 .-- 128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2-0-1 (平裝)  

1.食品科學 2.歷史 3.產業發展 4.臺

灣  463.09  

罐頭食品殺菌技術 / 邱致穎, 侯智耀, 

許淑真, 曾貽湧, 陳武郎, 高彩華, 徐

慶琳, 李中正, 黃俊霖, 莊培梃, 黃湘

玲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
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6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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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08-8 (平裝) 

NT$550  

1.食品加工 2.罐頭食品  463.12  

咖哩的世界史 : 從印度出發到各國

餐桌,日本最受歡迎國民料理的進化

故事 / 井上岳久著 ; 洪于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0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06-

3 (平裝) NT$380  

1.香料 2.飲食風俗 3.歷史  463.48  

臺灣傳統古窯 / 鄧淑慧編著 .-- 再

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竹南蛇窯文化

工作室, 11010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6872-2-5 ( 精 裝 ) 

NT$850  

1.窯業 2.陶瓷工藝 3.臺灣  

464.10933  

頭份百年古窯特展 = A hundred years 

of Toufen traditional pottery / 鄧淑慧主

編 .-- 苗栗縣頭份市 : 臺灣陶文化協

會, 11010 .-- 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395-1-8 (平裝) NT$500  

1.窯業 2.陶瓷工藝 3.臺灣  

464.10933  

植萃系冷製手工皂實驗室 / うた著 ; 

王盈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0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66-6 (平裝)  

1.肥皂  466.4  

探索久須森 : 尋找臺灣樟木的歷史

軌跡 / 林彥雅, 李芷菡, 魏乙娟圖文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技大學

文化創意產業系 , 11011 .-- 26 面 ; 
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499-25-

5 (精裝) NT$450  

1.樟腦 2.產業發展 3.歷史 4.繪本 5.臺

灣  466.64  

EzBPower 永久電瓶系統 / 王鏑程著 .-

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天揚精密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02-0-5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電池工業  468.1  

製造 

世 界 名 錶 年 鑑 . 2021-22 = Watch 

calendar :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's 

best watches / 郭峻彰總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木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0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349-4-5 (精裝) NT$1588  

1.鐘錶 2.年鑑  471.2  

新時代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必勝

秘笈 / 乾龍工作室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

北市 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47-1 (平裝)  

1.電腦硬體 2.電腦維修  471.5  

Arduino 專題製作與應用. 語音互動

篇 / 陳明熒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
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53-1 (平

裝)  
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語言  471.516  

流行音樂專業音響概論 / 中華數位

音樂科技協會, 賴坤慶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922-7 (平裝) NT$380  

1.音響  471.9  

張 教 授 談 珠 寶 工 藝  = Chats with 

professor Chang about jewelry / 張芳榮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9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48-8 (平裝)  

1.珠寶工 2.珠寶設計  472.89  

慢木雕 : 自己動手玩創意雕刻 / 沈潔, 

執木工坊作 .-- 臺北市 : 達觀出版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

分 .-- (生活主意 ; 5)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88-9 (平裝) NT$350  

1.木雕 2.木工 3.工藝  474.57  

寶貝寶貝. 3 : 澎湖藝品加工業演進 / 

李中信作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

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596 面; 26 公

分 .-- (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; 324) .-- 

ISBN 978-986-5427-76-4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貝殼類 2.手工藝 3.產業發展 4.澎

湖縣  479.79  

依卡路里分級的女性人物模型塗裝

技法 = Paint by calories : recipes for 

female figures / 國谷忠伸作 ; 黃姿頤

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2-04-3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玩具 2.模型  479.8  

蒸氣龐克袖珍屋教本 / 足立大樹等

作 ; 甘為治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7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

344-0 (平裝) NT$320  

1.玩具 2.房屋  479.8  

商業；各種營業 

台灣家禽統計手冊 . 2020 = Taiwan 

poultry production statistics / 陳志峰總

編輯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獸醫畜產

發展基金會, 11012 .-- 86 面; 26 公分 .-

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81922-8-7 

(平裝)  

1.家禽業 2.統計 3.手冊  483.1028  

餐飲服務技術. 下 / 謝美美, 林玟珠, 

顏鳳珍,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.-- 再

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96 面; 28 公分 .-- 技術

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.-- ISBN 978-

986-385-269-8 (平裝)  

1.餐飲業 2.餐飲管理  483.8  

開動了!老台中 : 歷史小說家的街頭

飲食踏查 / 楊双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94-290-1 (平裝) NT$420  

1.餐飲業 2.飲食風俗 3.臺中市  

483.8  

21 世紀汽車革命 / 馬里奧.赫格(Mario 

Herger)著 ; 李芳齡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星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80 面; 23 公

分 .-- (財經商管 Biz ; 15) .-- ISBN 978-

986-06103-4-5 (平裝) NT$600  

1.汽車業 2.電動車 3.人工智慧 4.產

業發展  484.3  

5G 開放網路架構發展分析 / 申作昊, 

鍾曉君, 李建勳, 蘇偉綱, MIC 產業創

新研究組團隊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
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

11010 .-- 11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81-844-9 (平裝) NT$10000  

1.網路產業 2.無線電通訊業 3.技術

發展  484.6  

百萬粉絲 YouTuber 網紅最強工作術 

/ 鄭苑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24-1 (平

裝) NT$560  

1.網路產業 2.網路行銷  484.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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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wan 數 位 內容 產業 年鑑 . 110 = 

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in Taiwan / 財團

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編撰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經濟部工業局, 11010 .-- 372
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01-

3 (平裝)  

1.電腦資訊業 2.年鑑  484.67058  

ITIS 產業報告教室 後疫時代如何提

升產業韌性 / 熊治民, 黃慧修, 郭大維, 

陳怡靜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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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30 面; 23X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73-0 (平裝) 

NT$4200  

1.製造業 2.產業發展 3.產業分析 4.

臺灣  487  

數位轉型力 : 臺灣製造業數位轉型

案例解析 /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

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: 

經濟部工業局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45-1 (平

裝) NT$420  

1.製造業 2.數位科技 3.產業發展 4.

個案研究 5.臺灣  487  

貝佐斯新傳 : 無極限!巔峰中再創新

局的亞馬遜帝國 / 布萊德.史東(Brad 

Stone)著 ; 洪慧芳, 李芳齡, 李斯毅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50 面; 

21 公分 .-- (財經企管 ; BCB753)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74-5 (平裝)  

1.貝佐斯(Bezos, Jeffrey) 2.亞馬遜網

路書店(Amazon.com) 3.電子商務 4.

企業經營  487.652  

律師事務所營運手冊. II : 新手教戰

守則 / 王泰翔, 李德豪, 杜育任, 林心

惠, 高啟霈, 彭韻婷, 劉懿嫻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

會, 11010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(臺北

律師公會叢書 ; 18) .-- ISBN 978-986-

81656-7-0 (平裝) NT$250  

1.律師 2.服務業 3.企業管理  489.1  

房務實務 / 夏文媛, 王耳碧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05-6 (下冊:平裝)  

1.旅館業管理  489.2  

送行者的生死筆記 : 凝視死亡,思考

生命,從日本禮儀師的真實故事,在告

別中學習如何好好生活 / 木村光希

作 ; 林姿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

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96 面; 21 公

分 .-- (Sasugas ; KJ2036) .-- ISBN 978-

986-289-670-9 (平裝) NT$340  

1.殯葬業 2.通俗作品  489.66  

老雜時代 : 看見台灣老雜貨店的人

情、風土與物產 / 林欣誼文 ; 曾國祥

攝影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6

公分 .-- (Taiwan style ; 73)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62-0 (平裝) NT$480  

1.百貨商店 2.商業史 3.臺灣  489.8  

商學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
商業概論. 下 /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

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85-267-4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商業  490  

商業概論 : 考前衝刺之歷屆試題精

選 /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5-271-1 (平裝)  

1.商學  490  

圖解中國 App 商業模式 / 王沁著 ; 洪

淳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011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19-91-9 (平裝) NT$400  

1.電子商務 2.商業管理 3.中國  

490.29  

台灣百大公益慈善英雄人物 / 華品

影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影視

傳媒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7-0-8 (平裝)  
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 490.99  

*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21 / 華品文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
行銷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0-8-5 (平裝)  
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 490.99  

Gucci : 豪門謀殺案 / 莎拉.蓋伊.福登

著 ; 金瑄桓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, 

11011 .-- 5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48-8 (平裝)  

1.古馳(Gucci, Maurizio, 1948-1995) 2.

古馳公司 3.企業家 4.服飾業 5.傳記 

6.義大利  490.9945  

一流主管超強會計報告製作術 : 稻

盛和夫讓日本航空起死回生的最強

武器! / 木村俊志作 ; 石學昌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4-60-5 (平裝) NT$320  

1.企業會計學  495  

(國民營事業)會計學(包含國際會計

準則 IFRS) / 陳智音, 歐欣亞編著 .-- 

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92-5 (平裝)  

1.會計學  495.1  

金融教授教你從財報 3 表找出會賺

錢的公司 / 西山茂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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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1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09-

8 (平裝) NT$490  

1.財務報表 2.股票投資  495.47  

一小時學會 TED 故事文案力 : 為何

他們一上台、Po 臉書,就能讓產品暢

銷? / 生方正也作 ; 廖慧淑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4-61-2 (平裝) NT$300  

1.行銷策略 2.創造性思考  496  

行銷管理 / 鄭華清, 陳銘慧, 謝佩玲編

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9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3-950-9 ( 平 裝 ) 

NT$490  

1.行銷管理  496  

國際行銷 : 全球趨勢 = International 

marketing : global trend / 鄭紹成編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84-943-4 (平裝)  

1.國際行銷  496  

超級粉絲 : 不耍噱頭、不買廣告,從

零開始的個人品牌到百大企業都適

用 的 最 強 圈 粉 術  / 帕 特 .弗 林 (Pat 

Flynn)著 ; 鄭煥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好想法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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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) .-- ISBN 978-986-0795-80-6 (平裝) 

NT$360  

1.網路行銷 2.電子商務 3.網路社群  

496  

爆量行銷 : 行銷不難, 能成功轉換銷

量 才 難 ! / 珍 妮 . 哈 雷 尼 (Jeannine 

Halene), 赫爾曼.謝勒(Hermann Scherer)

著 ; 郭秋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

富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173-9 (平裝) 

NT$379  

1.行銷學 2.廣告 3.個案研究 4.成功

法  496  

跳脫建構陷阱 : 產品管理如何有效

創造價值 / Melissa Perri 原著 ; 王薌君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2-993-7 (平裝)  

1.商品管理 2.組織管理 3.顧客關係

管理  496.1  

品牌管理 = Brand management / 王又

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王又鵬出版 ; 

臺中市 : 滄海書局總經銷, 11010 .-- 

1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10-4 (平裝)  

1.品牌 2.品牌行銷  496.14  

Mapping Experiences 看得見的經驗 / 

James Kalbach 原著 ; 吳佳欣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94-4 (平裝)  

1.消費者研究 2.顧客滿意度  496.34  

因為客戶太難搞,所以需要心理學 : 

其實,90% 的訂單,都可以靠心理學成

交 / 藍迪, 黃榮華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46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20-6 ( 平 裝 ) 

NT$460  

1.銷售 2.消費心理學  496.5  

博恩.崔西的銷售法則 : 讓比爾蓋茲、

股神巴菲特、傑克.威爾許奉行的商

業定律 / 丁政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16-899-5 (平裝) NT$420  

1.銷售 2.職場成功法  496.5  

超級業務大全 : 見面即成交!日本傳

奇業務員打造上億業績的關鍵 36 堂

課 / 金澤景敏作 ; 邱香凝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

408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 KJ2037) .-

- ISBN 978-986-289-674-7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銷售 2.銷售員 3.職場成功法  

496.5  

流通管理 / 許英傑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
市  :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96-7-0 (平裝)  

1.物流業 2.物流管理  496.8  

圖解廣告學 / 莊克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42-2 (平裝) NT$380  

1.廣告學  497  

廣告文案水平辭堂 : 以鑲嵌修辭為

前導的文本分析、教學與創作 / 邱

順應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簡單生活

創意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76-1-8 (平裝) 

NT$380 .-- ISBN 978-626-95276-0-1 (精

裝) NT$480  

1.廣告文案 2.廣告寫作  497.5  

風格小店陳列術 : 改變空間氛圍、

營造消費情境 157 種提高銷售的商

品佈置法則 / La Vie 圖書部著 .-- 增

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55-6 (平裝) 

NT$450  

1.商店管理 2.商品展示  498  

疫後零售大趨勢  / 道格 .史蒂芬斯

(Doug Stephens)著 ; 陳文和, 洪世民, 

鍾玉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商 業 周 刊 , 

11010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9-85-8 (平裝) NT$380  

1.疫災 2.零售業 3.產業分析  498.2  

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

業 : 微創 POS 系統 完全攻略 / 林佳

男, 劉芷伊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278-

0 (平裝)  

1.商店管理  498.6  

企業管理 

90％的成功經驗都要拋棄! : 讓你避

開成功帶來的四大陷阱,打造持續創

新的商業模式 / 志水浩著 ; 尤莉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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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38-3 (平裝) 

NT$330  

1.企業經營 2.商業管理  494  

大老闆思考 讓企業快速成長的 12 種

競爭力模式 : 老闆的能力有多強,企

業的前景就有多寬廣 / 陳立隆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

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894-0 (平

裝) NT$350  

1.企業領導 2.企業經營  494  

不花錢讀名校 MBA : 200 萬留著創

業,MBA 自己學就好了! / 喬許.考夫

曼(Josh Kaufman)著 ; 鄭煥昇譯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李茲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十周年紀

念版 .-- ISBN 978-626-95291-0-0 (平裝) 

NT$550  

1.企業管理  494  

打住就是本事 / 馮侖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

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67-5 (平

裝)  

1.企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 494  

狼性法則 : 合作 X 忠誠 X 警惕 X 頑

強 / 戴譯凡, 劉利生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898-8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企業管理 2.管理科學  494  

傳承 : 卓越領導. Ⅱ / 吳欣宜總編輯 .-

- 嘉義市 : 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

究社聯合會, 11011 .-- 1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2447-1-8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家族企業 2.企業管理 3.成功法  

494  

蛻變 : 突破經營瓶頸、再創第二曲

線,20 家台灣企業成功轉型實錄 / 台

灣產業創生平台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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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新商業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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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叢書 ; BW0788)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33-8 (平裝) NT$400  

1.企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3.組織再造  

494  

管理的智慧 / 高安邦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

版  : 紅 螞 蟻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1 .-- 274 面; 23 公分 .-- (樂繽紛 ; 

50) .-- ISBN 978-957-9036-35-1 (平裝) 

NT$280  

1.管理科學  494  

管理學精要 : 造就觀光餐旅產業菁

英  = Management essential : creating 

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elite / 鄭

紹成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7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42-7 (平裝) 

NT$550  

1.管理科學 2.旅遊業管理 3.餐旅管

理  494  

數位肢體語言讀心術 : 在數位生活

中,當字面意思,變成「我不是那個意

思」......透過螢幕溝通有訣竅! / 艾芮

卡.達旺(Erica Dhawan)著 ; 李宛蓉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Think ; 

225) .-- ISBN 978-626-7041-28-4 (平裝) 

NT$420  

1.企業領導 2.組織傳播 3.人際溝通 

4.肢體語言  494  

數據長與數據驅動型組織 : 擁抱大

數據時代的衝擊 / 葉宏謨, 鄭伯壎, 王

盈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02-6 (平

裝) NT$380  

1.企業管理 2.資料處理  494  

學會專案管理的 12 堂課 / 鍾文武
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4-952-4 (平裝)  

1.專案管理  494  

變動中的管理界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 

F. Drucker)作 ; 許貴運譯 .-- 臺北市 : 

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6

面; 22 公分 .-- (跨世紀大師彼得.杜拉

克全集 ; 21) .-- ISBN 978-626-95064-5-

3 (精裝) NT$460  

1.管理科學  494  

千萬商業提案的實戰洞察 : 準確拿

下客戶生意、順利向上報告與提升

個人價值的關鍵祕密 / 鄭君平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11012 .-- 

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41-3 (平裝) NT$350  

1.企劃書 2.職場成功法  494.1  

企 業 數 位 轉 型 白 皮 書  = Digital 

transformation white paper / 桂思強, 鄒

淑文, 李舒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社團法人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, 

聯經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4-0-

9 (平裝) NT$380  

1.企業經營 2.數位科技 3.產業發展  

494.1  

沒有好的想法,就別衝動創業 : 餿主

意讓你傾家蕩產,好點子帶你財務自

由 / 胡文宏, 呂雙波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9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896-4 ( 平 裝 ) 

NT$375  

1.創業 2.決策管理 3.商業經營  

494.1  

科技產業 : 發展智慧化管理科技以

提升決策速度,跳脫藍海紅海之爭,勇

創藍湖厚植實力 / 簡禎富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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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447) .-- ISBN 978-986-398-726-0 

(平裝) NT$360  

1.企業經營 2.數位科技 3.產業發展  

494.1  

破壞性競爭  : Apple vs. BlackBerry, 

H&M vs. ZARA, Bumble vs. Tinder,看

巨頭爭霸如何鞏固優勢、瓜分市場! 

/ 大衛.布朗(David Brown)著 ; 李立心, 

柯文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60-4 (平裝) NT$480  

1.企業競爭 2.企業經營  494.1  

創業起手式 : 每一個今天離職的人,

明天都可以成為公司的老闆 / 張振

華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62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910-7 (平裝) NT$360  

1.創業 2.職場成功法  494.1  

圖解層級分析法  / 陳耀茂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2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87-6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決策管理 2.層次分類法  494.1  

臺灣產業行腳地圖 / 財團法人中衛

發展中心產業顧問群著 .-- 臺北市 : 

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, 11011 .-- 304

面; 26 公分 .-- (中衛精典系列 ; 9) .-- 

ISBN 978-986-99205-7-5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企業經營 2.數位科技 3.產業發展 

4.臺灣  494.1  

學會戰略性思考 : 快速發想、迅速

淘汰、有效說服,讓聰明人更聰明工

作的思考法  / 弗瑞德 .佩拉德 (Fred 

Pelard)著 ; 溫力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好想法 ; 

38) .-- ISBN 978-986-0795-81-3 (平裝) 

NT$380  

1.策略規劃  494.1  

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研討會論文

集. 2021 年 = Proceedings 2021 Seminar 

of Graduate School of Resources 

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cience / 國

防大學管理學院資源管理及決策研

究所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防大學管理

學院, 11011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46-96-3 (平裝)  

1.管理科學 2.決策管理 3.文集  

494.107  

建 立 資 源 整 合 型 組 織  = Building 

resource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/ 趙必

孝, 連曼君, 葉逸軒著 .-- 第一版 .-- 高

雄市 : 高苑科技大學, 11010 .-- 26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55-76-7 (平

裝) NT$300  

1.組織管理 2.企業管理  494.2  

做個張開耳朵,閉上嘴巴的主管 : 聽

聽部屬怎麼說,賦權成員為團隊做出

更效的決策,讓他們更勇於當責 / 大

衛.馬凱特(L. David Marquet)著 ; 徐源

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久石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

分 .-- (Business ; 27) .-- ISBN 978-986-

97614-9-9 (平裝) NT$450  

1.企業領導 2.組織管理  494.2  

組織行為 / 田靜婷, 徐克成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53-0 (平裝) NT$4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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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組織行為  494.2  

員工下班,主管加班? : 授權與激勵的

藝術 : 加薪了還離職?你的員工需要

的是尊重! / 岳陽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9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6-88-4 (平裝) NT$299  

1.人事管理 2.激勵  494.3  

精準用人 : 掌握三大徵才關鍵,頂尖

人才不請自來 / 溫亞凡, 柳術軍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486-

87-7 (平裝) NT$390  

1.人力資源管理  494.3  

8 小時人生 : 培養 90%的人都欠缺的

CEO 思考,讓你不再與升遷擦肩而過 

/ 余亞傑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8 面; 
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17-6 (平裝) NT$36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人生轉向 : 擺脫困境、探索自我、

打造你的夢想職業 / 艾許莉.史塔爾

(Ashley Stahl)作 ; 何玉方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商業周刊, 11010 .-- 336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90-2 (平裝) 

NT$45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轉業  494.35  

另我效應 : 用你的祕密人格,達到最

高成就 / 陶德.赫曼(Todd Herman)著 ; 

吳宜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88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598-9 (平裝) NT$360  

1.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494.35  

每天可準時下班的超強工作術 : 日

本效率專家帶著你突破常見十大工

作難題,從此不拖延、零迷失、零挫

折 / 澤渡海音作 ; 方吉君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社出版 : 臺

灣 廣 廈 有 聲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56-4-7 (平裝) NT$299  

1.職場成功法 2.工作效率  494.35  

阿德勒教你如何說話被喜歡  : 連

「拒絕」、「說不」都能讓人感覺

溫暖的技術 / 戶田久實作 ; 侯詠馨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

公司 , 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

(Smart) .-- ISBN 978-986-5564-59-9 (平

裝) NT$26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說話藝術 3.人際關

係  494.35  

個人職場品牌打造術 : 八堂職場技

能提升實務應用  / 林易璁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0-93-0 (平裝) NT$32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的人這樣想事情 : 

幫助超過 10 萬人的創業家告訴你,如

何做真正喜歡的工作。 / 岡崎勉明

著 ; 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1

公分 .-- (Think ; 226)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31-4 (平裝) NT$34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 494.35  

麥肯錫、史丹佛都在用的思考筆記 : 

活用 16 圖表,工作效率提升 3 倍! / 松

島準矢著 ; 黃瓊仙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(UB) .-- ISBN 978-986-

5564-62-9 (平裝) NT$26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思考  494.35  

學校沒教,但你必須學的八堂職場先

修課 / 張雪松, 蔡賢隆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00-8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職場 2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全球化時代的供應鏈管理技巧 : 剷

除風險、突破經營困境,打造最強永

續競爭力! / 石川和幸著 ; 王美娟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80-2 (平裝)  

1.供應鏈管理 2.企業經營  494.5  

蘋果、亞馬遜都在學的豐田進度管

理 : 不白做、不閒晃、不過勞,再也

不會說「來不及」 / 桑原晃彌作 ; 李

貞慧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(Biz ; 383) .-- ISBN 978-626-7041-47-

5 (平裝) NT$300  

1.豐田汽車公司(Toyota Motor 

Corporation) 2.生產管理  494.5  

財務管理與會計決策. III / 林裕哲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

有限公司, 11009 .-- 110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9548-59-5 (平裝)  

1.財務管理 2.財務會計 3.決策管理  

494.7  

資訊管理 / 魯明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946-2 (平裝)  

1.管理資訊系統 2.資訊管理  494.8  

社會科學類 

總論 

數字偏見 : 不再被操弄與誤導,洞悉

偽科學的防彈思考 / 桑妮.布勞(Sanne 

Blauw)作 ; 林曉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Wide 系

列 ; 4) .-- ISBN 978-626-7014-24-0 (平

裝) NT$360  

1.社會科學 2.數字  500  

偏最小平方法的結構方式模型(PLS-

SEM) : 應用 SmartPLS / 張紹勳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8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7-320-0 (平裝附光

碟片) NT$580  

1.社會科學 2.統計方法 3.電腦程式  

501.28  

統計 

統計學概要 = Statistics : concepts and 

application / 徐遠雄, 丘世衡, 褚曾文, 

何育敏, 李芮䋹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豐藝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60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706-6-0 (平

裝) NT$450  

1.統計學  510  

資料分析統計全知識 : 用 Excel 搞定

大數據,打造分析解讀預測力 / 三好

大悟著 ; 温政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93-

5 (平裝) NT$550  

1.統計學 2.資料處理  510  

統計學關鍵字典 / 石井俊全作 ; 趙鴻

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5 面;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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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48-8 (平裝) 

NT$380  

1.統計學 2.字典  510.4  

論文統計完全攻略 : 統計小白也能

變達人 / 陳寬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299-9 (平裝) NT$500  

1.統計套裝軟體 2.統計分析  512.4  

人口及住宅普查初步報告. 109 年 / 

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.-- 臺北市 : 行政

院主計總處, 11009 .-- 1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43-2 (平裝) 

NT$200  

1.人口普查 2.住宅 3.臺灣  515.33  

教育 

讓孩子做學習的主人 : 自主學習典

範親師指南 / 丁志仁, 曲智鑛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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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(商周教育館 ; 48)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43-7 (平裝) NT$380  

1.自主學習 2.教育理論  520.1  

師說新語 : T-Lab 實踐社群共創協作

教練實作之旅程 = Teachers speaking : 

a journey of co-creating a collaborative 

coaching model by the T-Lab community 

of practice / 陳佩英, 沈心慈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

版中心, 11011 .-- 23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624-76-7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教育哲學 2.專業教育  520.11  

越讀越有趣的教育故事與管理 / 吳

少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
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嗜讀本 ; 23) .-- ISBN 978-

986-5507-93-0 (平裝)  

1.教育哲學 2.組織管理  520.11  

台灣的雙語教育 : 挑戰與對策 / 王力

億, 江文瑜, 何萬順, 李佳家, 李振清, 

林子斌, 林文川, 林麗菊, 周中天, 邱

玉蟾, 胡潔芳, 高實玫, 陳秋蘭, 陳純

音, 陳錦芬, 陳碧珠, 張懿茹, 楊文賢, 

鄒文莉, 葉德蘭, 羅美蘭, 鍾鎮城作 ; 

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黃昆

輝教授教育基金會, 11011 .-- 47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36-6-0 (平

裝) NT$450  

1.教育 2.雙語教育 3.文集 4.臺灣  

520.7  

回嘉故事田,農業心未來 : 教師社群

教學軌跡紀錄、跨領域 x 敘事力 x 食

農議題 / 王佩瑜, 王莉雰, 江一蘆, 林

和君, 林綾依, 周盈秀, 郭珮蓉, 徐亦

萱, 許育嘉, 張素菁, 連經憶, 莊閔惇, 

陳美智, 陳政彥, 陳瑞祥, 曾金承, 葉

虹伶, 蔡文錫, 蔡湯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43-9 (平裝) NT$320  

1.教育 2.教學研究 3.文集  520.7  

實驗教育 / 林雍智, 黃志順, 劉彥廷, 

陳映蓉, 林勇成, 黃建榮, 李光莒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7-297-5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臺灣教育 2.文集  520.933  

德國幼兒園的無玩具大挑戰 : 沒有

玩具更好玩!小小孩的玩具斷捨離,極

簡玩出無限創造力 / 莊琳君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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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

(野人家 ; 215) .-- ISBN 978-986-384-

617-8 (平裝)  

1.教育 2.幼稚園 3.德國  520.943  

大腦喜歡這樣學 強效教學版 / 芭芭

拉.歐克莉(Barbara Oakley), 貝絲.羅戈

沃斯基(Beth Rogowsky), 泰倫斯.索諾

斯基(Terrence Joseph Sejnowski)作 ; 王

心瑩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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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2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65-

3 (平裝) NT$400  

1.教育心理學 2.學習策略 3.自主學

習 4.教學法  521.1  

圖解!東大醫科生最強讀書術 : 讓你

維持高度動機 x 反推式學習 x 疾速

提高學習效率 / 河野玄斗著 ; 陳美瑛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1-059-2 (平裝)  

1.學習方法 2.讀書法  521.1  

新教學原理與設計 / 呂錘卿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47-7 ( 平 裝 ) 

NT$700  

1.教學理論 2.教學設計 3.教學法  

521.4  

數位媒體設計核心能力培育之跨界

學習的教學與實踐 / 陳炫助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3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32-639-3 (平裝) NT$350  

1.數位學習 2.教學策略  521.539  

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與設計 : 課程

學的想像 / 蔡清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41-5 (平裝) NT$460  

1.核心課程 2.課程規劃設計  521.74  

探究取向幼兒 STEM 方案課程 : 設

計、教學與評量  / 辛靜婷, 吳心楷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3 公

分 .-- (幼兒教育系列 ; 51220) .-- ISBN 

978-986-0744-43-9 (平裝) NT$400  

1.科學教育 2.幼兒教育 3.課程規劃

設計 4.教學法  523.2  

當代臺灣兒童托育服務析論 / 王順

民, 陳麗芬, 林昕暐, 游佳靜, 林淑女

合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洪葉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6-6-0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托育 2.幼兒保育  523.2  

六至八歲親子共學心智圖法 : 心智

圖法-化繁為簡的技法 / 吳鴻松著 .-- 

臺北市  : 活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08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873-9-4 (平裝)  

1.創造思考教學 2.學習方法 3.教學

理論  523.21  

幼兒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 / 白華枝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1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47-181-2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語文教學 2.幼兒教育 3.學前教育

理論  523.21  

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表 2021

版  = Assessing quality : preschool 

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rating scale / 

林佩蓉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, 11012 .-- 291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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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66-1 (平

裝) NT$350  

1.學前教育 2.學前課程 3.教學評量  

523.23  

用英文繪本讀出素養力 : 輕鬆三步

驟,漫談新課綱 19 大議題 / 劉怡伶

Daphne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

23 公分 .-- (EZ talk)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85-1 (平裝) NT$420  

1.英語教學 2.親職教育 3.初等教育  

523.23  

兒童英語教學 : 十堂創意童話課(寂

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 唐睿謙(Rutger 

Bieuwe Tamminga)著 ; 羅竹君譯 .-- 初

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0-081-0 (16K 平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幼兒教育 3.教學法  

523.23  

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: 佩佩去渡

假 = Peppa goes on holiday / 希伯崙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

崙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72 面 ; 

24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11-

0 (精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學前教育  523.23  

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: 佩佩過聖

誕節 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譯 .-- 再

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72 面; 24X24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441-615-8 (精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學前教育  523.23  

數學魔法學院 : 孩子的第一本情境

數學繪本遊戲書 / 無藤隆, 白川佳子

監修 ; 卓文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33-0 (全套:平裝) NT$380  

1.學前教育 2.數學教育 3.繪本  

523.23  

簡 易 機 械  : 嘉 年 華 會  = Simple 

machines : merry carnival / 玩樂高手講

師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樂疊

創意機器人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

06714-1-4 (平裝)  

1.機械工程 2.幼兒教育 3.學前教育 

4.繪本  523.23  

*疫情突圍 : 幼兒園、托育中心與補

教經營者突圍記事 / 彭玉容作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義泉文化教育企業社, 

11010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97-0-4 (平裝)  

1.幼稚園 2.托兒所 3.學校管理 4.危

機管理  523.27  

兒童創意思考五十問 / 沙永傑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

- (小魯優質教學 ; BFL002) .-- ISBN 

978-957-490-552-2 (平裝) NT$380  

1.創造思考教學 2.問題教學法  

523.3  

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教與學 / 張文

彬, 陳月雲, 張益昌, 彭翠玲, 陳慶琪, 

黎小汶, 張建森, 黃怡欣, 黃郁雯, 蔡

瑤莉, 賴妍妃, 王秀屏, 謝滿妹, 黃文

貞, 陳慧珠, 范姜淑雲, 許綉敏, 蘇佩

儀, 鄭宛燕, 曾琦芳, 范筱蓉, 黃淑君, 

潘莉敏, 吳宣萱, 莫德駿, 張美鳳作 ; 

陳佩英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

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, 11010 .-- 134

面; 18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64-7 (平裝)  

1.教學研究 2.教學設計 3.中小學教

育  523.3  

繪本教學力 / 葉惠貞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(教育教養 ; BEP069)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62-2 (平裝) NT$380  

1.初等教育 2.教學設計 3.課程規劃

設計  523.3  

備課的技術 : 從素養導向、跨域整

合到班級經營,培養學生擁有批判性

思考、創意思考、溝通能力、互助

合作的 38 堂課 / 王勝忠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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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65-0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教學研究 2.教學設計 3.中小學教

育 4.文集  523.307  

成功跨領域學科的雙語教育 : 西門

實 小 教 學 卓 越 典 範  = CLIL 

disciplinary subject learning / 呂翠鈴, 

陳慧琴, 鄒文莉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9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5-966-

7 (平裝) NT$250  

1.臺南市西門實驗小學 2.雙語教育 

3.初等教育  523.31  

練好閱讀功 : 20 個文學圈讀書會示

例 / 吳敏而, 侯秋玲, 賈文玲, 賴玉連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衛文化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3 公

分 .-- (小魯優質教學 ; BGT078) .-- 

ISBN 978-957-490-551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閱讀指導 2.讀書會 3.兒童教育  

523.31  

新編句子柔軟操 / 賴慶雄作 .-- 新北

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12 .-- 2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2-411-2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漢語 2.句法 3.小學教學  523.313  

讀寫素養神救援! : 從新古文觀止打

造寫作實力的 25 堂課 / 高詩佳著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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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626-7000-28-1 (平裝) 

NT$360  

1.漢語教學 2.寫作法 3.作文 4.小學

教學  523.313 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課程推動

工作 109 學年度 : 課程與教學輔導組

語文領域本土語文組「Happy 牛 year

－示例一牛車」教學示例彙編 / 毛

淑芬, 王姿雯, 古仁發, 何平, 余敏如, 

李俊彥, 李珊伶, 林芊慧, 林辰潔, 林

昱君, 林滿宮, 邱祥祐, 徐秀英, 徐雨

薇, 徐維莉, 徐德欽, 徐曉茹, 徐麗英, 

涂泰維, 張祝娟, 莊文岳, 許玉霞, 陳

虹君, 陳家琦, 陳淑花, 陳淑敏, 傅傳

茵, 曾有欽, 曾淑红, 曾菁怡, 曾逸如, 

隋彩雲, 黃秀枝, 黃麗芬, 楊依珊, 楊

境弘, 楊曉芳, 葉姍珮, 廖芳瀅, 劉玉

英, 劉志峯, 劉佩雯, 劉瑞發, 潘德忠, 

蔡永強, 蔡淑惠, 賴保妃, 龍淑貞, 謝

欣妤, 鍾易達, 鍾鳳嬌, 鍾劍峯, 鍾麗

香, 羅金枝編撰 .-- 一版 .-- 臺中市 :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, 11010 .-- 

41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63-0 (平裝)  

1.母語教學 2.鄉土教學 3.中小學教

育 4.文集  523.31707  

Kids 互 動 英 語  = Kids' interactive 

English / 陳豫弘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0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

610-3 (第 5 冊:平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小學教學  523.31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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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資優數學課程調整教學設計. 2 / 

歐人豪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

府教育局, 11011 .-- 179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2-59-8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設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數學這樣學 : 國小數學感學習. 一年

級 / 李源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36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49-1 (平裝) NT$300  
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 523.32  

黑松綠+校園 : 給孩子的第一本環境

行動手冊 / 財團法人黑松教育基金

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黑

松教育基金會, 11010 .-- 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60-2-6 (平裝) 

NT$500  

1.生態教育 2.環境教育 3.初等教育  

523.36  

衝浪小學,開學了! / 謝明芳作 ; 陳瓊

鳳繪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環境保護局, 

1101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19-64-6 (精裝)  

1.環境教育 2.海洋環境保護 3.小學

教學 4.繪本  523.36  

micro:bit 麥昆小車隨意 GO / 呂聰賢

作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宇宙機器人企

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9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1-0-7 (平裝)  

1.電腦教育 2.微電腦 3.電腦程式語

言 4.九年一貫課程  523.38  

湖小七十  築夢踏實  / 陳正字總編

輯 .-- 金門縣金湖鎮 : 金門縣金湖鎮

金湖國民小學, 11011 .-- 6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40-8 (平裝)  

1.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  

523.8231/205  

該校新生一名 : 新竹縣立北平華德

福實驗學校破繭而出的那段歲月  / 

王紹先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字裡

行間工作室, 11010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5639-5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新竹縣立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  

523.833/111  

雙溪八十 璀璨精實 / 翁世雄, 邱秋萍

主編 .-- 新竹縣寶山鄉 : 新竹縣寶山

鄉雙溪國民小學, 11011 .-- 24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95-3 (精裝)  

1.新竹縣寶山鄉雙溪國民小學  

523.833/111  

南投縣南投市營盤國民小學百週年

校慶特刊 / 簡小萍, 吳國彰總編輯 .-- 

第一版 .-- 南投市 : 南投縣南投市營

盤國民小學, 11011 .-- 33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2-81-3 (精裝) 

NT$1000  

1.南投縣南投市營盤國民小學  

523.833/119  

新國寫高分速成 / 陳漢編著 .-- 臺北

市  : 寰宇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20-3-5 (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寫作法 3.作文 4.中等教

育  524.31  

打開古人的內心小劇場 : 15 篇核心

古文,透視古人這樣想、那樣寫的萬

千糾結! / 楊曉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104-4 (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文言文 3.閱讀指導 4.中

等教育  524.311  

最新課綱國寫全分析 : 理性作文 / 關

銳沛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正中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3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9-1985-1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漢語教學 2.寫作法 3.作文 4.中等

教育  524.313  

生物學學理解碼. 2 / 蔡任圃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紅樹林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96 面; 21 公

分 .-- (Earth ; 1FE017) .-- ISBN 978-986-

06810-3-1 (平裝) NT$550  

1.生物 2.教學法 3.中等教育  524.36  

學 AI 與 IoT 應用 Scratch(mBlock)程

式設計 : 使用 CyberPi 編程遊戲學習

機 / 陳衍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49-5 (平裝)  

1.資訊教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中等

教育  524.375  

給下一世代人才備忘錄 / 蘇于修, 賴

若函採訪整理 .-- 臺南市 : 國立成功

大學, 11010 .-- 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43-1-0 (平裝)  

1.高等教育 2.人才 3.培養  525  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教

師教學社群自編教材彙編 / 劉達生, 

黃中信, 黃妍榛, 呂廷倫, 郭堯斌, 林

靜芝, 張家縈, 謝家豪, 許秀麗, 任曉

晶, 鍾玉英, 陳永倫, 李柏諺, 陳博文, 

余慶華, 陳俊儒, 王仁宏, 呂煒琳, 賀

天君, 林菡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大鼎書局, 11010 .-- 309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896-1-7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教材編制 2.高等教育  525.3  

生命教育 : 理論基礎、取向和設計 = 

Life education : theoretical foundations, 

perspectives and design / 李子建, 胡少

偉, 陳志明, 陳國強, 張淑美, 區婉儀, 

慧開法師, 謝夢, 羅天佑合著 ; 李子建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

(高等教育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

629-3 (平裝) NT$600  

1.生命教育 2.通識教育 3.高等教育  

525.33  

通識教育學報. 第七期 / 陳美妃, 鍾成

鴻, 張經科, 蔡家和, 葉姿青, 呂錫民, 

王聖輝, 廖紀華作 ; 汪治平主編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海軍軍官學校, 11012 .-

- 175 面; 29 公分 .-- 年刊 .-- ISBN 978-

626-7080-01-6 (精裝)  

1.通識教育 2.期刊  525.3305  

拓墾與傳承 : 臺大公衛系五十年師

長群像 / 鄭雅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

636-2 (平裝) NT$480  

1.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2.人

物志  525.833/101  

風華不盡 : 關渡元年 1991 藝術大移

動  = Unending winds and flowers : 

Guandu era 1st year in the great 

transforming arts / 邱坤良作 .-- 初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, 

11010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35-0-4 (平裝) NT$400  

1.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525.833/101  

國醫醫國 : 國醫雙甲子校史特刊 / 郭

世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防醫

學院, 11011 .-- 2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46-95-6 (精裝)  

1.國防醫學院 2.歷史  525.833/101 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社會責任年

度報告書. 2020 / 莊季高總編輯 .--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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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市 :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媒體公關

暨出版中心, 11010 .-- 63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11-3-2 (平裝)  

1.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 525.833/105  

大衍之數,良苗懷新 : 都市計劃學系

五十週年系發展回顧 = Memoirs of 

the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in 

NCKU / 趙子元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國

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, 11010 .-- 

128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43-2-7 (平裝)  

1.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2.歷

史  525.833/127  

化工溯源. 續編 / 翁鴻山, 陳慧英, 林

睿哲, 黃淑娟, 楊毓民, 李玉郎, 張鑑

祥, 蔡三元, 陳玲惠, 林湘妃編撰 ; 翁

鴻山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國立成功大

學化學工程學系, 11011 .-- 50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3-6-5 (平裝)  

1.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2.歷

史  525.833/127  

美哉勝利 : 美援時期省立成功大學

勝利校區宿舍群與總圖書館建設歷

程 / 蔡侑樺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成

大出版社 ,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出

版 :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

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35-60-2 (平裝) NT$500  

1.國立成功大學 2.歷史  

525.833/127  

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九十年

系史(1931-2021) / 陳重德作 .-- 臺南

市  :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, 

1101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43-0-3 (平裝)  

1.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2.歷

史  525.833/127  

教育政策與議題趨勢 / 吳清基, 李孟

珍, 楊振昇, 梁金盛, 范揚晧, 黃宇瑀, 

盧延根, 舒緒緯, 楊淑妃, 卓秀冬, 蔡

進雄, 顏國樑, 葉佐倫, 謝念慈, 許籐

繼, 林立生, 郭怡立, 張明文, 王滿馨, 

陳穎, 白雲霞, 黃淳亮, 趙芳玉, 丘昌

其, 林錫恩, 范熾文, 劉國兆, 鄭來長

合著 ; 吳清基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326-2 (平裝) NT$650  

1.教育政策 2.文集 3.臺灣  526.1107  

臺灣重大教育政策與改革的許諾及

失落 : 批判性檢視 / 楊洲松, 王俊斌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學富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713-76-8 (平裝) 

NT$500  

1.教育政策 2.臺灣  526.1933  

百工居肆 : 百十北科 世紀傳承 前瞻

領導 /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全

國總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

臺 北 科 技 大 學 校 友 會 全 國 總 會 , 

11010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03-0-4 (精裝) NT$1000  

1.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.校友會  

527.85  

卓越 :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全

國 總 會 一 一 0 週 年 校 慶 特 刊  = 

Excellence / 鄭錦文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, 國立臺

北科技大學校友會全國總會, 11010 .-

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99-0-2 (精裝) NT$1000  

1.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.校友會  

527.85  

6A父母 : 成為兒女生命中的英雄 / 約

瑟.麥道衛(Josh McDowell), 迪克.戴伊

(Dick Day)作 ; 楊家偉, 姚彥懿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

道會出版部, 11011 .-- 288 面; 23 公

分 .-- 臺灣繁中特別版 .-- ISBN 978-

986-06719-7-1 (平裝)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美國  

528.2  

孩子,我該如何對你說 / 吳恩瑛著 ; 張

鈺琦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雨出版

社, 11011 .-- 400 面; 20 公分 .-- (精選 ; 

NA023) .-- ISBN 978-986-227-302-9 (平

裝)  

1.親職教育 2.育兒 3.家庭溝通  

528.2  

甜甜的檸檬酸 : 教養孩子 30 守則 / 

張庭枝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弘冠教

育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1267-4-8 (平裝) 

NT$28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親子關係  

528.2  

提問力 : 啟動探究思考的關鍵 / 藍偉

瑩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3 公

分 .-- (學習與教育系列 ; 228) .-- ISBN 

978-626-305-114-0 (平裝) NT$420  

1.親職教育 2.思考 3.學習心理學  

528.2  

新手爸媽的六堂安全課,讓孩子遠離

「意外」 : 食物中毒、電線走火、

燒燙傷、誘拐綁架、地震......生活處

處是危險! / 洪春瑜, 吳學剛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290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12-1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親職教育 2.安全教育  528.2  

媽媽俯下身,走進孩子的世界 : 過濾

原生家庭的教養複製,別成為你討厭

的那種父母 / 王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11-4 ( 平 裝 ) 

NT$330  

1.親職教育 2.育兒  528.2  

幫助孩子邁向成功 / 王建煊著 .-- 新

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無子西瓜社

會福利基金會, 11010 .-- 24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6-3-8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子女教育 2.親職教育  528.2  

壞掉的教養 : 血緣的距離最近,心的

距離卻最遠 / 周雲煒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03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親子關係  

528.21  

30 篇好品德故事 / 黃淑慧, 詹琇玲, 潘

慧芬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 面; 17X17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97-5 (精裝) NT$200  

1.生活教育 2.德育 3.學前教育  

528.33  
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14 : 健康好寶

寶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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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94-7-5 (平裝附

光碟片)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 528.33  

好寶寶生活常規小百科 / [人類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]編輯部作 ; 小紅

花童書工作室繪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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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15X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98-2 (精裝)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  

528.33  

地震!別怕! : 家庭必備的防災互動書 

/ 曾敏惠, 吳郁玶, 李香潔作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, 

11012 .-- 30 面; 3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36-34-6 (精裝) NT$950  

1.地震 2.安全教育 3.兒童教育 4.防

災教育  528.38  

安全教育繪本 : 驚喜的一天 / 陳韻竹

文字 ; 陳庭昀繪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

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

00-7 (精裝)  

1.交通安全教育 2.兒童保護 3.繪本  

528.39  

大學責任與高齡學習 / 曾敏傑主編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

科學學院, 11011 .-- 212 面; 25 公分 .-

- (國立臺北大學社科院 USR 系列專

書 ; 8) .-- ISBN 978-986-98802-8-2 (平

裝)  

1.老人教育 2.終身學習  528.433  

*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: 道德自我教育

法 / 劉紀盈作 .-- 臺中市 : 劉紀盈出

版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銷, 

11010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09-8 (平裝) NT$220  

1.德育 2.道德 3.自我教育  528.5  

觀光餐旅業導論. 下 / 李宜玲, 董歆茹, 

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

市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48 面; 28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

學校餐旅群 .-- ISBN 978-986-385-270-

4 (平裝)  

1.餐旅業 2.餐旅管理 3.技職教育  

528.831  

門市經營實務 / 楊潔芝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4-000-1 (下冊:平裝)  

1.商店管理 2.技職教育  528.831  

創意專題實作 : 機械實務 / 鄧富源, 

葉忠福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55-6 (平

裝)  

1.機械工程 2.技職教育  528.831  

餐飲服務技術 / 王淑媛, 夏文媛, 林欣

宜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9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01-8 (下冊:

平裝)  

1.餐飲業 2.餐飲管理 3.技職教育  

528.831  

家政職業倫理(108 課綱) / 曹瑟宜, 陳

啟勳, 郭靜宜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

面; 26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
家政群 .-- ISBN 978-986-06969-3-6 (平

裝)  

1.技職教育 2.家政 3.專業倫理  

528.8356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家庭生

活管理實務. 下(108 年新課綱) / 黃郁

芬, 郭筱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

面; 26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
家政群 .-- ISBN 978-986-06969-1-2 (平

裝)  

1.家政 2.技職教育  528.8356  

食品化學與分析. 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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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6 公

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.-- 

ISBN 978-986-06550-5-6 (平裝)  

1.食品科學 2.食品加工 3.食品分析 

4.技職教育  528.8459  

食品檢驗分析實習. 下冊 / 鄭清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技

術型高級中學食品群 .-- ISBN 978-

986-5531-48-5 (平裝)  

1.食品科學 2.食品檢驗 3.食品分析 

4.技職教育  528.8459  

羽球王子. 10, 並肩作戰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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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60 面; 

23 公分 .-- (超越極限) .-- ISBN 978-

986-0761-20-7 (平裝) NT$280  

1.體育 2.漫畫  528.9  

新體育項目 : 國際推廣理論與實務 / 

方慎思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李翔設

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142-1-1 (平裝) 

NT$480  

1.體育  528.9  

運動科學定量研究 : 效果量計算與

解釋 / 楊忠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麋研筆墨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1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836-52-6 (平

裝) NT$900  

1.體育測量與統計  528.9017  

從年輕人到銀髮族都適用的強膝訓

練 : 一週兩小時,從喚醒肌肉、關節、

結締組織到打造關鍵功能性肌力,從

此遠離膝蓋疼痛及退化,獲得不易受

傷、行動自如的身體 / 梁友瑋(山姆

伯伯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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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224 面 ; 24 公 分  .-- ( 生 活 風 格  ; 

FJ1071) .-- ISBN 978-626-315-042-3 (平

裝) NT$550  

1.運動訓練 2.運動健康 3.下肢  

528.923  

最好的朋友 : 一位小六生的籃球自

傳 = Best friend / 魏伯鈞著 .-- 初版 .-- 

新竹縣竹北市 : 魏伯鈞, 11012 .-- 93
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33-3 (平裝) NT$150  

1.籃球 2.通俗作品 3.自傳  528.952  

王宗岳太極拳釋 / 葉金山著 ; 李健儒

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宗岳門分合太

極拳總會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95366-0-3 (上冊:平裝) NT$500 .-- 

ISBN 978-626-95366-1-0 (中冊:平裝) 

NT$500 .-- ISBN 978-626-95366-2-7 (下

冊 :平裝 ) NT$500 .-- ISBN 978-626-

95366-3-4 (全套:平裝)  

1.太極拳 2.武術  528.972  

太極拳心法 / 林靜雄編著 .-- 臺中市 : 

林若君, 11010 .-- 68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392-3 ( 精 裝 ) 

NT$3000  

1.太極拳  528.972  

勤武秘錄 : 矛槍槍譜 / 羅國鶴著 .-- 第

一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羅國鶴中醫

診所, 11011 .-- 8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311-4-4 (平裝) NT$600  

1.器械武術  528.974  

東亞體育世界的臺日運動交流國際

展  = Sports culture in East Asia : 

Taiwan-Japan Sports Exchange 

Exhibition = 「東アジアの体育世界

における日台スポーツ交流」国際

展 / 謝仕淵, 劉維瑛, 林欣楷著作 .-- 

臺 南 市  : 國 立 臺 灣 歷 史 博 物 館 , 

11010 .-- 190 面; 26 公分 .-- 中日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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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.-- ISBN 978-986-532-429-2 (平裝) 

NT$360  

1.體育 2.歷史 3.博物館特展 4.臺灣  

528.9933  

「足」福香港 / 丹心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1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6-15-8 (平裝) NT$300  

1.足球 2.運動員 3.傳記 4.香港特別

行政區  528.999  

僑教研究. 第四輯 : 僑教教學設計與

反 思  =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

research vol.4 :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

refl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

/ 林振興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317-0 (平裝) NT$400  

1.華僑教育 2.文集  529.307  

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十年回顧專刊 / 

王前龍, 林永盛, 簡淑真, 熊同鑫主

編 .-- 臺東市 : 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

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, 11011 .-

- 44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54-1-0 (平裝)  

1.原住民族教育 2.科學教育 3.文集  

529.4707  

聽 不 見 的 聲 音  / 皮 耶 . 高 翰 (Pierre 

Coran)作 ; 梅蘭尼.佛羅瑞安(Mélanie 

Florian)繪 ; 陳怡潔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4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38-449-6 (精裝) NT$300  

1.聽障教育 2.繪本  529.67  

禮俗；民族學 

象徵與體物 : 先秦兩漢禮儀中的修

身 與 教 化 觀  = Symbols and bodily 

senses : self-cultivation and moral 

education through ritual in pre-Qin and 

Han China / 林素娟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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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24 面; 23

公分 .-- (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; 

11) .-- ISBN 978-986-350-520-4 (精裝) 

NT$760  

1.禮儀 2.文化研究 3.先秦史 4.秦漢

史  530.92  

「空氣」之研究 / 山本七平著 ; 陳美

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(浮世繪 ; 61) .-- ISBN 978-986-

508-120-1 (平裝) NT$380  

1.民族文化 2.民族性 3.社會問題 4.

日本  535.731  

借地養命 : 從雲南到金三角,從毒品

到永續農業,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

族誌 / 黃樹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山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春山之聲 ; 30) .-- ISBN 

978-626-95242-2-8 (平裝) NT$420  

1.中華民族 2.民族志 3.永續農業 4.

泰國  536.2  

客家民俗禁忌 / 徐貴榮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11-8 (平裝) NT$400  

1.客家 2.民俗 3.禁忌 4.臺灣  

536.211  

客家想像的全球多樣化 : 浮現與蛻

變 / 張容嘉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

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37-9 (平

裝) NT$350  
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3.文化研究  

536.211  

離散與重現 : 臺灣客家文化研究 / 劉

煥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天書局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4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638-967-2 ( 精 裝 ) 

NT$800  
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3.文集 4.臺灣  

536.21107  

亞靜與哈勇 : 霞雲坪遊趣 / 田金福, 

田金祿, 林恩成, 陳青松, 陳秀珍, 陽

國強受訪 ; 林英蘭, 呂芊妤, 呂琦心, 

黃恩希採訪 ; 江淑綺, 林映竹文字編

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坪

部落永續發展協會, 11010 .-- 24 面; 

21X21 公分 .-- (泰雅文化故事系列) .-

- ISBN 978-626-95236-0-3 (平裝)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泰雅族 3.民族文

化 4.繪本  536.3311  

太魯閣族紅葉部落歷史研究 / 帖喇.

尤道 Teyra Yudaw, 王人弘, 督砮.媧飁 

Tunux Wasi 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

史館臺灣文獻館 ; 臺北市 : 國史館 ; 

新北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11010 .-- 

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

50-9 (平裝) NT$45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太魯閣族 3.部落 

4.歷史  536.3313  

排灣族神話與傳說 / 田哲益(達西烏

拉彎.畢馬)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

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

公分 .-- (台灣原住民 ; 49) .-- ISBN 

978-626-320-027-2 (平裝) NT$450  

1.排灣族 2.神話 3.文化研究  

536.3361  

苗栗縣鯉魚潭巴宰族古文書 / 張素

玢編注 .-- 苗栗縣三義鄉 : 苗栗縣巴

宰族群協會, 11011 .-- 21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2872-3-5 (平裝) 

NT$35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平埔族群 3.巴宰

族 4.古文書 5.苗栗縣鯉魚潭  

536.3396  

塔木德智慧大全集 / 林郁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 11101 .-

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1-13-2 (平裝)  

1.猶太民族 2.民族文化 3.成功法  

536.87  

開幕!世界理所當然文化會議 : 我的

日常生活,竟讓你傻眼 / 斗鬼正一著 ; 

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

閱讀) .-- ISBN 978-626-7050-34-7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文化 2.風俗 3.通俗作品  538  

中國酒文化 : 酒史 x 酒俗 x 敬酒辭 x

酒令,暢談杯中忘憂物,細數古今風流

事 / 趙惠玲, 羅烈文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7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19-0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酒 2.飲食風俗 3.中國  538.74  

漢餅 = Han pastry / 舊振南漢餅文化

館, 徐宗懋圖文館製作 ; 徐宗懋主

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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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20 面; 

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57-4 (精裝) NT$1600  

1.飲食風俗 2.食譜 3.臺灣  538.782  

尋食記 : 鞭神老師的超時空台灣美

食 / 鞭神老師(李廼澔)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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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11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38-5 (平裝) NT$360  

1.飲食風俗 2.臺灣  538.7833  

跟紅豆妮綠豆兵-遊世界 / 康軒編輯

部文 ; 謝文瑰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8-66-3 (平裝) NT$290  

1.遊記 2.風俗志 3.世界地理  538.8  

阿媽彼陣時行的歌 : 澎湖二崁褒歌 / 

陳坤發著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

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299 面; 30 公

分 .-- (澎湖文化資產叢書 ; 325) .-- 有

聲書 .-- ISBN 978-986-5427-78-8 (平裝

附光碟片)  

1.民謠 2.澎湖縣  539.133/141  

苗栗縣文學集. 2021 年 : 文學家作品

集 : 貓貍生活諺語(閩南語) / 鄧榮坤

著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, 11011 .-- 

31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

98-7 (平裝) NT$200  

1.諺語 2.臺語  539.933  

社會學 

群眾瘋狂 : 性別、種族與身分 / 道格

拉斯.莫瑞(Douglas Murray)著 ; 王惟

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Next ; 302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31-6 (平裝) NT$460  

1.社會正義 2.政治認同 3.社會哲學  

540.21  

臺灣的國際文化關係 : 文化作為方

法 / 劉俊裕, 張晴文, 盧佳君, 李兆翔, 

郭唐菱, 王紀澤, 陳嘉翎, 王慶康, 郭

鎮武, 林國平, 黃宇暘, 周維強, 王健

宇, 吳介祥, 袁緒文, 李映霖, 魏君穎

作 ; 劉俊裕, 魏君穎主編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(藝術管理

與文化政策 ; 5) .-- ISBN 978-957-732-

641-6 (平裝) NT$650  

1.國際文化關係 2.文集 3.臺灣  

541.2807  

*為工作而活 : 從生存、勞動到追求

幸福感,一部人類的工作簡史 / 詹姆

斯.舒茲曼(James Suzman)著 ; 葉品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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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3-60-7 (平裝) NT$540  

1.文化人類學  541.3  

約翰.葛林的人類世界觀察 / 約翰.葛

林作 ; 甘鎮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

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76-1 (平裝)  

1.文化人類學 2.文集  541.3  

對人類來說「推」到底是什麼?讓我

這個戲劇宅帶大家認真思考一下  / 

橫川良明作 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方智好

讀 ; 145) .-- ISBN 978-986-175-645-5 

(平裝) NT$300  

1.流行文化 2.偶像崇拜  541.3  

實境人生 : 在數位生活找到真實,意

義及歸屬感  / 克里斯 .史特曼(Chris 

Stedman)著 ; 鄭淑芬譯 .-- 新北市 : 遠
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潮浪文化, 

11101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80-7-2 (平裝) NT$550  

1.文化人類學 2.網路文化 3.網路社

會  541.3  

地景 / 約翰.威利(John Wylie)作 ; 王志

弘, 錢伊玲, 徐苔玲, 張華蓀譯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477-5-6 (平裝) NT$500  

1.文化地理學 2.人文景觀  541.39  

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  : 

翻 譯 、 轉 型 與 邊 界  / 蘇 哲 安 (Jon 

Solomon)著 .-- 臺北市 : 唐山出版社

出版 :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現公司

發行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07-202-7 (平裝) NT$380  

1.社會運動 2.政治運動 3.左派 4.香

港特別行政區  541.45  

未來生存地圖 : 面對下一個百年,用

100 張地圖掌控變動世界中的威脅與

機會 / 伊恩.高丁(Ian Goldin), 羅伯特.

穆加(Robert Muggah)著 ; 趙睿音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

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

07-0 (精裝) NT$1200  

1.未來學 2.未來衝擊 3.全球化  

541.49  

權 威 與 個 人  / 伯 特 蘭 . 羅 素

(Russell,Bertrand Arthur William)著 ; 儲

智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8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典名著文庫 ; 150)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32-3 ( 平 裝 ) 

NT$220  

1.社會控制 2.個人主義  541.8  

AI 時代的數位傳播素養教育 / 王維

菁, 林玉鵬, 王俐容, 劉慧雯, 黃俊儒, 

曹家榮, 林富美, 戴昀, 胡元輝, 鄭宇

君, 劉雅雯, 葉子揚, 傅思凱, 周昆璋, 

傅文成, 羅世宏, 蔡蕙如, 蔡柏宏, 張

玉佩, 陳維平, 陳順孝, 蔣旭政, 張季

桓, 謝宜樺著 ; 王維菁, 林玉鵬, 王俐

容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7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48-4 (平

裝) NT$490  

1.數位傳播 2.人工智慧 3.文集  

541.8307  

娛樂法 : 影視音樂 IP 與合約爭議 / 林

佳瑩, 張志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25-5 (平

裝) NT$400  

1.文化產業 2.文化法規  542.292  

金門縣人力資源調查報告. 中華民國

109 年 = Report of manpower statistics 

Kinmen Hsien Republic of China, 2020 / 

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.-- 金門縣金

城鎮 : 金門縣政府, 11010 .-- 61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45-3 (平裝) 

NT$300  

1.人力資源調查 2.政府統計 3.福建

省金門縣  542.71028  

說不出口的,更需要被聽懂 : 走進孩

子的心,從 11 個對話練習開始 / 胡展

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37-8 (平裝) 

NT$360  

1.親子關係 2.親子溝通  544.1  

我不想當媽媽 : 18 位頂客族女性的

煩惱、幸福與人際關係 / 崔至恩著 ; 

梁如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7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36) .-

- ISBN 978-957-13-9610-1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社會角色 2.母親 3.訪談  544.14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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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媽之後才知道,我超厲害的! / 張巧

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大創意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493-8-5 (平裝)  

1.母親 2.育兒 3.自我實現 4.生活指

導  544.141  

你這麼可愛,留給懂的人來愛 / 口罩

男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(Mind map ; 230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698-9 (平裝) NT$360  

1.婚姻 2.戀愛 3.兩性關係  544.3  

圖解伴侶的衝突小劇場 : 自我診斷

婚姻關係與家庭相處的難題,用正向

溝通打造神隊友,化衝突為重修舊好

的契機 / 安-克萊兒.克蘭迪恩(Anne-

Claire Kleindienst)著  ; 琳達 .柯瑞芝

(Lynda Corazza)繪 ; 彭小芬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地平線文化, 漫遊者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4-1-9 (平

裝) NT$420  

1.婚姻 2.兩性關係 3.衝突管理 4.溝

通  544.3  

非常關係 / 鄧惠文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 0700

種)(兩性之間 ; 45) .-- ISBN 978-986-

5596-49-1 (平裝)  
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 544.37  

性別教育 = Gender education / 邱紹一, 

洪福源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新

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7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

784-5 (平裝) NT$395  

1.性別 2.兩性教育  544.7  

關係結束後,成為更好的自己 : 分手、

離婚、喪偶,重建自我的 19 段旅程 / 

布魯斯.費雪(Bruce Fisher), 羅伯特.艾

伯提(Robert Alberti)著 ; 熊亭玉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08-7 (平

裝) NT$450  

1.兩性關係 2.離婚  544.7  

失樂少女 : 一位娼妓倖存者告白 / 喵

妹(顧紫安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05-7 (平裝) NT$380  

1.娼妓 2.特種營業  544.76  

音樂芬多精 : 專為中高齡設計的樂

活音樂課 / 林瑞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

懷機構, 11010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727-603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音樂教育 2.音樂教學法 3.老人教

育  544.8  

時尚老人的三力生活實踐 = Brain X 

Physical X Social / 林經甫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健康人生  ; 206) .-- ISBN 978-986-

06994-2-5 (平裝) NT$380  

1.老人學 2.生活指導  544.8  

打造無憂的老後 / 黃癸楠著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黃癸楠, 11101 .-- 256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59-

3 (平裝) NT$300  

1.退休 2.生活指導  544.83  

台灣嘴之懷古風情畫 / 田純慈撰文 .-

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基隆市中山區新建

社區發展協會, 11011 .-- 76 面; 30 公

分 .-- (110 年度基隆市中山區公所社

區營造計畫) .-- ISBN 978-986-99781-

2-5 (精裝)  

1.社區總體營造 2.訪談 3.歷史 4.基

隆市中山區  545.0933/105  

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與不動產開發  / 

李家儂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76-0 (平

裝) NT$370  

1.都市計畫 2.都市建築 3.環境規劃 

4.都市土地開發  545.14  

關係人口經營策略 : 農村發展指引

手冊. 2 / 陳玠廷, 王慧瑜, 黃性男, 蘇

之涵, 陳品穎, 陳慧蓉, 林媛玉, 吳徐

帆, 郭珮甄, 許昊仁文字編輯 .-- 新竹

市  : 財 團 法 人 農 業 科 技 研 究 院 , 

11011 .-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021-8-0 (平裝)  

1.農村 2.再生 3.社區發展  545.5  

我們成了消耗品 : 全球化海嘯中被

吞噬的中產階級  / 傑夫 .魯賓 (Jeff 

Rubin)著 ; 聞翊均, 楊元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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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Next ; 20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73-9 (平裝) NT$450  

1.中產階級 2.經濟政策 3.國際經濟 

4.全球化  546.16  

添翼 : 培力與轉變的社工路 / 吳文炎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0-005-0 (平裝) NT$280  

1.社會工作  547  

社會(工作)研究方法(含概要) / 陳思

緯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-31-6 (平裝) 

NT$600  

1.社會工作 2.研究方法  547.031  

中國民國志願服務楷模「金駝獎」. 

第 28 屆 / 林興訓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, 臺北市志願

服務協會, 11011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1170-8-1 (平裝)  

1.志工  547.16  

回家的路是這樣走的 : 無國界醫生

在葉門 / 宋睿祥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人

生 ; 205) .-- ISBN 978-986-06994-1-8 

(平裝) NT$360  

1.志工 2.醫療服務 3.葉門  547.16  

惜地 : 中區慈濟志工環保口述歷史 / 

曾益冰, 張玉妹, 黃翠玉, 劉榮欽, 許

國連, 柯國壽, 林淑嬌, 邱淑姿, 簡珠

香, 黃國忠口述 ; 張淑宜, 施金魚, 林

雪花, 林淑懷, 林淑緞, 張麗雲, 張美

齡, 賴秀緞, 洪素養, 楊素萍整理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財團法人慈

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11 .-- 360

面; 21 公分 .-- (環境保護口述歷史系

列 ; 2) .-- ISBN 978-626-7037-17-1 (平

裝) NT$450  

1.志工 2.通俗作品  547.16  

聖地出任務 : 台灣國際志工故事集 = 

Volunteers' journal / 王聖茵, 成威進, 

朱子涵, 吳采臻, 呂亭儀, 李映欣, 卓

亭均, 周子玄, 周泓吾, 林詠竣, 紀如

憶, 翁暐婷, 張雅雯, 陳巧縈, 陳秀菁, 

陳時宇, 陳真芬, 陳德瑈, 黃品豪, 黃

美惠, 黃耘琪, 潘家婕, 蔡佳育, 蔡宜

芳, 鄭婷瑄, 羅伊珊著 ; 蘇育平主編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魚籃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(遊藝館. 

行看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-92867-4-9 

(平裝) NT$390  

1.志工 2.社會服務 3.以色列  547.1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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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及少年委託安置實務手冊 / 輔

仁大 學學 校財 團法 人輔 仁大 學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社

會及家庭署, 11011 .-- 1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58-0 (平裝) 

NT$200  

1.兒童福利 2.少年福利 3.手冊  

548.13026  

好日子是怎麼來的 / 謝衛編著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194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1-3 

(平裝) NT$500  

1.貧窮 2.中國大陸研究 3.人物志  

548.16  

愛為何使生物滅絕? : 在野生動物瀕

危的時代,檢視我們對寵物的愛 / 彼

得.克里斯蒂(Peter Christie)作 ; 林潔

盈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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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16 面; 

21 公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273) .-- ISBN 

978-986-262-516-3 (平裝) NT$540  

1.野生動物保育 2.寵物飼養  548.38  

外國消費者保護法. 第二十七輯 / 行

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行政院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

- (消費者法規翻譯叢書 ; 27)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49-4 (平裝) NT$290  

1.消費者保護法規  548.39023  

當死者說話時 : 犯罪迷必讀!最緊張

懸疑的第一手真實案件,看資深法醫

如何抽絲剝繭,為死者發聲 / 克拉斯.

布許曼(Claas Buschmann)著 ; 魏佐君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89-664-8 (平裝) NT$420  

1.犯罪 2.罪犯 3.法醫學 4.鑑識  

548.5  

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 : 從神經犯罪

學探究惡行的生物根源,慎思以治療

取代懲罰的未來防治計畫  / Adrian 

Raine 著 ; 洪蘭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46-0 (平裝) NT$550  

1.暴力犯罪 2.神經學 3.神經系統疾

病 4.犯罪防制  548.53  

洗錢防制工作年報. 中華民國一 0 九

年  = Anti-money laundering annual 

report,2020 /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

處編  .-- 新北市  : 法務部調查局 , 

11010 .-- 18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43-66-5 (平裝)  

1.洗錢 2.犯罪防制 3.中華民國  

548.545  

「五位一體」總體布局 / 陳建波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 11011 .-- 

212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40-0-6 (平裝) NT$380  

1.社會主義 2.中國大陸研究  549.22  

新發展理念 / 任麗梅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龍時代, 11011 .-- 212 面; 23 公

分 .-- (科技館 ; EST016) .-- ISBN 978-

986-98780-9-8 (平裝) NT$380  

1.社會主義 2.中國大陸研究  549.22  

經濟 

經濟學 : 考前衝刺之歷屆試題精選 / 

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-

272-8 (平裝)  

1.經濟學  550  

影響力革命  / 羅納德 .柯恩 (Ronald 

Cohen)作 ; 張嘉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69-8 (平裝) 

NT$480  

1.資本主義 2.社會價值 3.投資  

550.187  

走出貧困陷阱 : 微型金融如何翻轉

貧窮? : 3 個國家、250 個底層家庭日

記揭示的解答與希望 / 戴芮.柯林斯

(Daryl Collins), 強納森.梅鐸(Jonathan 

Morduch), 斯 圖 亞 特 . 盧 瑟 福 (Stuart 

Rutherford), 奧蘭妲 .魯 斯芬 (Orlanda 

Ruthven)著 ; 許恬寧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52 面 ; 21 公 分  .-- (Big 

ideas) .-- ISBN 978-957-08-6069-6 (平

裝)  

1.貧窮 2.家計經濟學  551.84  

危局 : 攸關自己與下一代的 4 大政經

危機,我們選擇戰鬥或逃避? / 布萊爾.

謝帕德(Blair H. Sheppard)著 ; 吳書榆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next ; 299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02-6 (平裝) NT$400  

1.經濟情勢 2.國際經濟 3.國際環境

問題  552.1  

訊號 : (超視覺圖解)全球經濟大局新

動 向  / 傑 夫 . 戴 斯 賈 丁 斯 (Jeff 

Desjardins)著 ; 柯文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12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- (莫若

以明 ; BA8030)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37-6 (平裝) NT$800  

1.國際經濟 2.經濟發展 3.經濟預測  

552.1  

解讀新聞中的經濟數字 / 角川總一

作 ; 趙鴻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19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

347-1 (平裝) NT$350  

1.經濟發展 2.日本  552.31  

經貿臺灣與大歷史 / 林滿紅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 11012 .-- 

296 面; 21 公分 .-- (臺灣史研究叢書 ; 

19) .-- ISBN 978-626-95091-1-9 (平裝) 

NT$800  

1.經濟史 2.臺灣  552.339  

智慧財產授權與評價探討 / 蘇宜成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中興大學

出版中心, 1101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057-5-4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智慧財產權 2.比較研究 3.論述分

析  553.4  

*IP 的故事 / 杜燕文作 .-- 臺北市 : 台

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, 11010 .-- 99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6080-3-

0 (平裝) NT$360  

1.智慧財產權 2.通訊協定 3.通俗作

品  553.433  

聯合行為要件之評析及競爭法與智

財法之交錯 / 石世豪, 顏雅倫, 黃銘傑, 

楊宏暉, 莊弘鈺, 謝長江, 王立達, 牛

曰正, 劉姿汝, 吳秀明, 林季陽合著 ; 

廖義男, 黃銘傑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752

面; 21 公分 .-- (台灣公平交易法學會

叢書 ; 3) .-- ISBN 978-957-511-626-2 

(平裝) NT$800  

1.公平交易法 2.論述分析  553.4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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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業白皮書. 2021 年 / 王健全, 林

柏君, 彭素玲, 賴偉文, 陳穎萱, 林宜

蓁撰稿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

中 小 企 業 處 出 版  : 經 濟 部 發 行 , 

11010 .-- 2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3-199-3 (平裝) NT$500  

1.中小企業管理 2.白皮書 3.臺灣  

553.712  

土地法規與稅法 / 曾文龍著 .-- 增修

第 12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日出版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(房地

產叢書 ; 75) .-- ISBN 978-957-8418-89-

9 (平裝) NT$500  

1.土地法規 2.稅法  554.133  

臺灣地政士百年誌 / 中華民國地政

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地政士百年

誌編輯委員會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

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, 11011 .-

- 56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77-0-0 (精裝)  

1.地政士 2.土地行政 3.臺灣  

554.333  

不動產估價理論與實務歷屆考題  / 

游適銘, 楊曉龍作 .-- 第 3 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日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48

面; 21 公分 .-- (房地產叢書 ; 69) .-- 

ISBN 978-957-8418-90-5 ( 平 裝 ) 

NT$470  

1.不動產 2.不動產業  554.89  

先義後利 : 信義房屋社會創新的 10

個正向思考 / 陳建豪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財經企管  ; BCB748)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43-1 (平裝) NT$450  

1.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2.不動產

業 3.仲介  554.89  

美國科技法律實務評析 / 盧遠珊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11-630-9 (平裝) NT$350  

1.科學技術 2.工業法規 3.個案研究  

555.4  

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

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. 2021 第十九

屆 : 創生地方產業 = 2021 the 19th 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 

Regional Economy (2021 ICARE) : 

revitalizing the local industry / 環球科

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

斗六市  :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, 

11012 .-- 21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417-53-5 (平裝) NT$300  

1.區域經濟 2.產業發展 3.文集 4.亞

洲  555.9307  

性別勞動統計. 109 年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勞動部, 11010 .-- 17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89-3 (平裝) 

NT$200  

1.勞動力統計 2.性別  556.5028  

職場健康紀錄 500 句型 / 楊慎絢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

文庫 ; 1367) .-- ISBN 978-986-450-376-

6 (平裝) NT$250  

1.職業衛生 2.勞工衛生 3.勞工安全  

556.83  

勞動訴訟實務 / 陳金泉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5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6-144-3 (平裝) NT$620  

1.勞動法規 2.訴訟法  556.84  

公共運輸縫隙掃描決策支援系統之

維運、功能強化及教育訓練. (2/2) / 

蘇怡璇, 蘇昭銘, 蕭惠文, 陳禹妏, 呂

祐甄, 吳欽和, 吳柏漢, 楊閎凱, 余可

捷, 陳其華, 張贊育, 蔡欽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

11010 .-- 3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1-343-2 (平裝) NT$600  

1.交通管理 2.決策支援系統  557  

新編台灣鐵道史全文譯本 / 台灣總

督府鐵道部原著 ; 古育民譯著 ; 古庭

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鐵道

博物館籌備處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19-3 ( 上 卷 : 精 裝 ) 

NT$1887 .-- ISBN 978-986-532-420-9 

(中卷 :精裝) NT$1899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21-6 (下卷:精裝) NT$1908  

1.鐵路史 2.臺灣  557.26339  

公 路 公 共 運 輸 年 報 . 109 年 度  = 

Annual report of highway public 

transportation 2020 / 黃運貴總編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公路總局, 

11010 .-- 8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1-345-6 (平裝) NT$280  

1.公路管理 2.運輸規劃 3.期刊  

557.34505  

郵輪觀光 = Cruise ship tourism / 劉原

良, 張瑞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

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336 面; 23 公分 .-- (觀光旅運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298-386-7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航運管理 2.郵輪旅行  557.43  

郵林彙刊 : 台中市郵學會 2021 年刊 .-

- 臺中市 : 台中市郵學會, 11011 .-- 

256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1970-5-2 (精裝) NT$1000  

1.集郵 2.文集  557.64907  

茶金帝國與海上絲路 : 廣東十三行

的崛起 / 羅三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旗出版社出版 : 大都會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63-1-5 (平裝) 

NT$420  

1.國際貿易史 2.明代 3.清代  

558.092  

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

集. 第 21 屆 / 江文若, 吳憲, 吳建輝, 

李淳, 周旭華, 林宜男, 倪貴榮, 張南

薰, 張愷致, 陳在方, 陳貞如, 彭心儀, 

楊光華, 蔡季廷, 薛景文, 顏慧欣, 顧

振豪合著 ; 楊光華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

暨法律研究中心, 11010 .-- 570 面; 22

公分 .-- (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

心學術叢書  ; 22) .-- ISBN 978-626-

95253-1-7 (精裝) NT$350  

1.國際貿易協定 2.貿易政策 3.文集  

558.607  

國際貿易實務. 二 / 秦玲美, 李法興編

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

- 技術高中商業與管理群  .-- ISBN 

978-986-385-268-1 (平裝)  

1.國際貿易實務  558.7  

*信用合作社是啥米 / 李儀坤著 .-- 修

訂再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信用合

作社聯合社, 11010 .-- 125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2195-3-3 (平裝)  

1.信用合作社  559.5  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 

存錢之道 / 班.赫柏德(Ben Hubbard)

文 ; 碧翠茲.卡斯特羅(Beatriz Castro)

圖 ; 張家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

50-7 (精裝)  

1.金錢 2.個人理財 3.繪本  56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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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錢之道 / 班.赫柏德(Ben Hubbard)

文 ; 碧翠茲.卡斯特羅(Beatriz Castro)

圖 ; 巫芷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

51-4 (精裝)  

1.金錢 2.個人理財 3.繪本  561  

貨幣簡史 : 你不能不知道的通膨真

相  / 莫 瑞 . 羅 斯 巴 德 (Murray N. 

Rothbard)著 ; 陳正芬, 高翠霜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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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16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濟趨勢 ; 44) .-- ISBN 

978-626-95077-2-6 (平裝) NT$350  

1.貨幣 2.貨幣制度 3.通貨膨脹  561  

致富思考 / 麥哲倫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

市 ] : 新 潮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6-820-1 (平裝)  

1.金錢心理學 2.成功法  561.014  

金融創新 : 商品與模式 / 李顯儀編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6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3-959-2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金融市場 2.金融商品  561.7  

先佔先贏,打造高獲利的投資組合 : 

選對標的,資產存款秒數倍! / 蔣勤興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7-174-6 (平裝) NT$299  

1.投資 2.理財  563  

富有的祕訣 : 我和金錢必做的 10 件

事 / 莉茲.威斯頓(Liz Weston)著 ; 呂佩

憶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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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4-9-7 (平裝)  

1.個人理財  563  

懂錢滾錢 : 打造最強個人財務系統,

美國「預算天后」改造 100 萬人的

財富指引  / 蒂芙尼 .阿里奇 (Tiffany 

Aliche)著 ; 周怡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77-3 (平裝) 

NT$450  

1.個人理財  563  

比特幣投資金律 : 加密貨幣入門與

進階獲利法 / 黃文逸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一心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(Skill ; 8) .-- ISBN 

978-986-06672-4-0 (平裝) NT$399  
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  563.146  

加密貨幣政治經濟學 : 比特幣、以

太坊、穩定幣和臉書幣將如何改變

全球金融系統  / 吉安 .沃爾皮切利

(Gian Volpicelli)作 ; 翁尚均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出版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

200 面; 21 公分 .-- (認真職場 ; 16) .-- 

ISBN 978-986-06783-3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電子貨幣 2.電子商務  563.146  

*不動產信託實戰第一線 : 辦理登記

與稅務規劃範例  / 黃振國著 .-- 再

版 .-- 臺北市 :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

(永然理財投資系列 ; 26) .-- ISBN 978-

957-485-497-4 (平裝) NT$380  

1.不動產 2.投資信託  563.3  

小資致富術 : 用主題式 ETF 錢滾錢 / 

陳重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尉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32-1-0 (平裝) 

NT$360  

1.基金 2.投資  563.5  

投資學 / 邱文昌, 賴冠吉, 陳育欣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9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03-956-1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投資學  563.5  

我靠科技基金 4 年資產翻 3 倍 : 實戰

標的&獲利對帳單完整公開 / 詹璇依

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4-64-3 (平裝) NT$280  

1.基金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  

怪老子教你打造超值 ETF 組合 : 訂

做自己的資產翻倍計畫 / 怪老子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富文化,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350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874-4-6 (平裝) NT$360  

1.基金 2.投資  563.5  

金錢的才能 : 用 20 萬積蓄滾出 8000

萬身價!窮忙族變身億萬富豪的「加

速創富」投資術 / 午堂登紀雄著 ; 林

巍翰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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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致

富方舟 ; 4) .-- ISBN 978-626-95006-8-0 

(平裝) NT$380  

1.投資技術 2.投資學 3.成功法  

563.5  

約翰 .聶夫談投資  / 約翰.聶夫(John 

Neff), 史蒂文.明茲(Steve L. Mintz)著 ; 

陳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寰宇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28 面; 21 公

分 .-- (寰宇智慧投資 ; 462) .-- ISBN 

978-986-06229-9-7 (平裝) NT$500  

1.投資 2.投資分析  563.5  

63 張圖,教你漲跌都能賺 / 相場師朗

作 ; 張瑜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

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24 面; 23 公分 .-- (投資贏家系列 ; 

54) .-- ISBN 978-626-7014-26-4 (平裝) 

NT$34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K 線戰法 : 小資 20 萬滾到 1000 萬 : 

用單根、多根線型,以及與指標、成

交量的配合,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統 / 

孟慶宇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

公司 , 1101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

(Money ; 84) .-- ISBN 978-986-5564-58-

2 (平裝) NT$39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存股好簡單 / 孫悟天, 孫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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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6-08-1 (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7046-15-9 (平裝簽名版)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  

563.53  

我的零成本存股術. 2 : 獲利滾存股 

養出百萬搖錢樹  / 星風雪語(星大)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富文

化 , 城邦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, 

11011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74-6-0 (平裝) NT$32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船長的主流股關鍵價格投資系統  / 

黃仁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

訊出版社, 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56-1-6 ( 平 裝 ) 

NT$4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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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撼動韓國股市的 7 大操盤手 : 揭密那

些完勝 AI 投機鬼才的高獲利條件 / 

韓奉鎬, 金亨俊, 姜昌權, 金榮玉, 李

柱源, 李讚勇, 李湘基著 ; 蔡佩君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出版 : 方

言 文 化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74-7-3 (平裝) NT$48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 563.53  

獲利的引擎 : 我的存股變飆股 / 溫國

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1-42-0 ( 平 裝 ) 

NT$46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 563.53  

圖解第一次投資原物料就上手 / 陳

育珩著 .-- 修訂 1 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

士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0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

196-1 (平裝) NT$350  

1.商品期貨 2.期貨交易 3.投資  

563.534  

(國民營)8 堂政府採購法必修課 : 法

規+實務一本 go! / 李昀編著 .-- 第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93-2 (平裝)  

1.政府採購 2.公共財務法規  

564.72023  

(國民營事業)政府採購法 10 日速成 / 

王俊英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675-8 (平裝)  

1.政府採購 2.公共財務法規  

564.72023  

確保地方財政健全之法制問題與法

理 / 簡玉聰著 .-- 初版 .-- [高雄市] : 簡

玉聰出版 ;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

司總經銷, 11010 .-- 35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468-5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地方財政 2.財政法規  566.933  

稅務會計 : 理論與應用 / 楊葉承, 阮

瓊華編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6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2-5-1 (平裝) 

NT$650  

1.稅務會計  567.01  

房地合一 2.0 及都市更新課稅精解 / 

林松樹, 陳嘉鈴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6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24-8 (平

裝) NT$500  

1.房地產稅 2.都市更新 3.稅法 4.論

述分析  567.023  

*房地合一稅申報.節稅規劃一手掌

握 / 黃振國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永

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96 面; 21 公分 .-- (不動產財稅規劃

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57-485-498-1 

(平裝) NT$350  

1.房地產稅 2.稅法 3.節稅  567.023  

進出口通關自動化實務. 學科篇 / 林

清和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54-7 (平裝) 

NT$390  

1.海關行政 2.通關自動化  568.733  

關務相關法規輯要. 110 年版 .-- 臺北

市 : 財政部關務署, 11012 .-- 1035 面; 

21 公分 .-- (財政部關政叢書) .-- ISBN 

978-986-5445-19-5 (平裝) NT$220  

1.海關法規 2.關稅法規  568.733  

政治 

季風亞洲 : 二十一世紀的大國賽局

與 地 緣 政 治 衝 突  / 羅 柏 . 卡 普 蘭

(Robert D. Kaplan)作 ; 廖婉如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Visum ; MV0012)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36-0 (平裝) NT$500  

1.地緣政治 2.國際關係 3.印度洋 4.

亞洲  571.15  

政府資訊行為 : 政策學習研究的遺

失環節 / 李仲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275-3 (平裝) NT$350  

1.公共政策 2.政府資訊 3.資訊管理  

572.9  

新時代大國治理  / 任仲文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 11011 .-- 274

面; 23 公分 .-- (龍視界 ; VHD14) .-- 

ISBN 978-986-06309-9-2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公共行政 2.行政管理 3.社會主義 

4.中國大陸研究  572.9  

*希望習近平看到此書 : 兩岸困局有

解,定錨中華民國 / 黃年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17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44-8 (平裝) NT$450  

1.兩岸關係 2.言論集  573.09  

兩岸關係新時代的變局與因應 / 李

樑堅, 林信雄, 李銘義, 晏揚清, 張志

雄, 劉性仁, 蘇嘉宏, 徐淑敏, 何慧俐, 

陳明德, 黃清賢編著 ; 黃清賢, 陳明德, 

何慧俐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揚

出版社, 11011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99-973-5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兩岸關係 2.國際關係 3.文集  

573.09  

雷震晚年與台灣政治 : 以民主及人

權的視角分析 = Lei Chen's late years 

and Taiwan politics : an analysis from the 

perspectiv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

rights / 薛化元, 前田直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, 

11011 .-- 312 面; 18 公分 .-- (學術研究

系列專書 ; 6)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31-5 (精裝) NT$530  

1.臺灣政治 2.民主政治 3.人權  

573.09  

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 / 考選部

著  .-- 三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考 選 部 , 

11010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4-54-7 (平裝)  

1.考試制度 2.性別平等  573.44  

宋代科舉 / 賈志揚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聚焦) .-- 

ISBN 978-957-19-3293-4 (平裝)  

1.科舉 2.宋代  573.4415  

考試院施政編年錄. 中華民國一 0 九

年 / 考試院編纂室編 .-- 臺北市 : 考

試院, 11010 .-- 167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4-53-0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200  

1.考試院 2.年表  573.44211  

Heci No Nitayalan : 原住民族委員會

二 十 五 週 年 施 政 成 果 專 刊  = 

Overview of 25 Years of Polic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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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formance / 夷 將 . 拔 路 兒

Icyang.Parod 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原住

民族委員會, 11012 .-- 22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35-50-9 (平裝)  

1.原住民族委員會 2.施政報告  

573.57  

共軍人事專輯. 2021 年 / [中共研究雜

誌社]編輯委員會編輯 .-- 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中共研究雜誌社, 11011 .-- 18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2-0-

5 (平裝) NT$420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 574.1  

袁紅冰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理論 / 袁

紅冰作 .-- 臺北市 : 亞太政治哲學文

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16 面; 21

公分 .-- (袁紅冰作品集 ; 33) .-- ISBN 

978-626-95329-1-9 (平裝) NT$420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2.民主運動 3.政治

思想 4.文集  574.107  

墜入深淵的中國 / 余杰著 .-- 臺北市 : 

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29-0-2 (平裝) NT$380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2.言論集  574.107  

中國新外交 : 台日韓三方比較視野 / 

蔡東杰等著 ; 青山瑠妙, 蔡東杰, 韓碩

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3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09-5 (平

裝) NT$320  

1.中國外交 2.文集  574.18  

中美爭鋒 : 誰將左右世界領導權 / 董

尼德(Pierre-Antoine Donnet)著 ; 陳玲

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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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歷史與現場 ; 306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63-0 (平裝) NT$380  

1.中美關係 2.國際關係 3.國際政治  

574.1852  

起造台灣政府芻議 / 李界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10 .-- 

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

990-4 (平裝) NT$300  

1.臺灣政治 2.政治制度  574.33  

買票政治學 : 民主奇蹟下的賄選怪

象 / 王洲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

衛出版社, 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801-992-8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臺灣政治 2.賄選  574.33  

游智彬政經論集  / 游智彬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41-7 (平裝) NT$280  

1.臺灣政治 2.臺灣經濟 3.言論集  

574.33  

社會事 : 權勢者的勝利手冊 : 台灣地

方政治史的 50 個關鍵字 / 莊岳燊, 曾

沅芷, 許雅玲, 吳昌峻, 陳力航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11 .-- 

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

994-2 (平裝) NT$350  

1.地方政治 2.社會問題 3.臺灣  

575.33  

桃園市民手冊. 2022 = 2022 Taoyuan : 

citizen's handbook / 吳君婷總編輯 .-- 

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, 11012 .-- 144 面; 

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35-7 (平

裝)  

1.公共行政 2.桃園市  575.33/109  

火災學題型及公式彙編 / 游象傳編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紅指南工作

室, 11011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5-0-7 (平裝) NT$800  

1.火災 2.消防  575.87  

災害來了怎麼辦?學校的防災教育祕

笈 / 王价巨, 單信瑜, 馬士元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93-7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防災教育 2.災害應變計畫 3.學校

安全  575.87  

新時代大黨形象 / 程美東, 劉炳香, 史

春風, 張治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龍視界出版 :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1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40-1-3 (平裝) NT$320  

1.中國共產黨  576.25  

<<黨產研究>>別冊 : 檔案選輯. VI = 

Selection of party assets archives / 許有

為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不當黨產

處理委員會, 11010 .-- 25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45-6 (精裝) 

NT$280  

1.政黨 2.史料 3.檔案 4.臺灣  576.85  

重走淘金路 / 沈志敏著 .-- 臺北市 : 獵

海人, 11010 .-- 3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30-3-1 (平裝) NT$450  

1.華僑 2.澳洲  577.271  

衝吧!新住民的奮鬥記 : 堅守廉潔、

誠信的力量 / 胡儀芬文 ; 吳姿蓉圖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政風處, 

1101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2-63-5 (平裝) NT$260  

1.新住民 2.品格 3.通俗作品  577.67  

南海地區形勢評估報告 . 2019-2020

年 / 劉復國, 吳士存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安全研

究中心, 11010 .-- 320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608-9-0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南海問題 2.領土主權  578.193  

與中國為鄰  = Hām Tiong-kok chò 

chhù-piⁿ = Sống với Trung Quốc / 謝維

英(Tạ Duy Anh)著 ; 蔣為文, 蔡氏清水, 

鄭智程, 林美雪譯 .-- 初版 .-- [臺南

市] : 亞細亞國際傳播社, 11011 .-- 175

面; 21 公分 .-- 中、台雙語版 .-- ISBN 

978-986-98887-7-6 (精裝) NT$426  

1.國際關係 2.區域研究 3.中越關係  

578.193  

戰爭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動 = War 

and the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

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/ 李宇平主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稻鄉出版社, 

11010 .-- 4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3-5-3 (平裝)  

1.國際關係 2.戰爭 3.文集 4.東亞  

578.19307  

國際公法導論 / 姜皇池著 .-- 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9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6-139-9 (平裝) NT$1000  

1.國際法  579  

*障礙政治 : 邁向消弭歧視的包容社

會 / 麥可.奧立佛(Michael Oliver), 柯

林.巴恩斯(Colin Barnes)作 ; 紀大偉, 

張恒豪, 邱大昕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群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3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77-6-3 (平

裝) NT$450  

1.身心障礙者 2.公共政策 3.人權政

策  579.27  

法律 

中國法學學術範式評論 / 壽步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286 面; 23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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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526-143-6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法學 2.中國  580  

法哲學 / 平野仁彦, 亀本洋, 服部高宏

著 ; 劉武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3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288-3 (平裝) NT$420  

1.法律哲學  580.1  

透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/ 羅斯科.龐德

(Roscoe Pound)著 ; 沈宗靈譯 .--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

名著文庫 ; 149) .-- ISBN 978-626-317-

339-2 (平裝) NT$200  

1.法律社會學  580.1654  

「公法輕鬆學」有聲書 / 趙達瑜, 劉

豈銓, 宋海儀, 厲志光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177-9-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20  

1.公法  580.187  

只是開玩笑,竟然變被告?. 2 : 中小學

生和老師家長都需要的法律自保課 / 

吉靜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三采兒童館 ; 70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95-8 (平裝) NT$360  

1.法律教育 2.教育輔導  580.3  

*永久和平憲法標準(ISO 草案 = The 

constitutional standards of permanent 

peace / 黃千明編著 .-- [初版] .-- 臺北

市  : 社團法人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, 

11010 .-- 18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316-3-8 (平裝) NT$500  

1.憲法  581  

人權、民主與法治 : 當人民遇到憲

法 / 許育典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元

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23-1 (平裝) 

NT$400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 581.21  

憲法進化史 / 法律白話文運動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0 面; 21 公

分 .-- (人文 ; 31) .-- ISBN 978-986-323-

423-4 (平裝) NT$350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 581.21  

港澳事務法規彙編 / 大陸委員會編

著 .-- 第 16 版 .-- 臺北市 : 大陸委員

會, 11012 .-- 31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52-4 (平裝) NT$60  

1.兩岸關係 2.大陸事務法規  581.26  

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

暨兩岸歷次協議(含香港澳門關係條

例) / 大陸委員會編著 .-- 第 10 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陸委員會, 11012 .-- 299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51-7 (平

裝) NT$100  

1.兩岸關係 2.兩岸交流 3.大陸事務

法規  581.26  

一點就通!王牌律師說故事,你一定要

知道的 50 個生活法律 / 呂錦峯著 .-- 

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(FUN

生活系列 ; 8) .-- ISBN 978-986-5560-

46-1 (平裝) NT$400  

1.中華民國法律  582.18  

圖解民法總則 :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

書 / 錢世傑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4-3-

8 (平裝) NT$460  

1.民法總則  584.1  

民法.物權 / 莊勝榮著 .-- 5 版 .-- 臺北

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12 .-- 35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46-1 (平裝) 

NT$420  

1.物權法  584.2  

刑法概論 / 睿律師作 .-- 高雄市 : 高

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83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13-4-2 (平

裝) NT$540  

1.刑法  585  

論中止犯之己意判斷 : 從失敗未遂

到己意學說 / 王天一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5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

622-4 (平裝) NT$600  

1.未遂罪 2.刑法  585.15  

*刑法分則精義與測驗  / 林培仁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全鴻印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88419-4-9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350 .-- 

ISBN 978-986-88419-5-6 (下冊:平裝) 

NT$350  

1.刑法分則  585.2  

世紀大冤案 : 南迴搞軌,究竟是誰在

搞鬼? : 辯護律師的不平之鳴 / 吳漢

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7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8-0-1 (平裝) 

NT$350  

1.刑事案件 2.個案研究  585.8  

民事訴訟法理論與案例 / 林洲富著 .-

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11-627-9 (平裝) NT$560  

1.民事訴訟法 2.論述分析  586.1  

保全程序制度之過去與未來 : 民事

程序法焦點論壇. 第十二卷 / 姜世明, 

吳從周, 劉明生, 洪令家, 曹志勛, 林

玠鋒, 林慶郎, 徐應松, 姚其聖作 ; 姜

世明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48-1 (平

裝) NT$450  

1.訴訟程序 2.民事訴訟法 3.文集  

586.4107  

*實用偵查法學 / 林培仁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全鴻印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1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8419-6-3 (平裝) NT$350  

1.偵查  586.51  

票據法 : 案例式 / 林洲富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83-8 (平裝) NT$300  

1.票據法規  587.4  

海商法 : 案例式 / 林洲富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00-2 (平裝) NT$300  

1.海商法  587.6  

公務人員培訓法規釋例彙編 / 公務

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編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

會, 11011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4-55-4 (平裝)  

1.公務人員法規 2.在職教育  588.12  

著作權一本就通 / 章忠信著 .-- 2 版 .-

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012 .-- 21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43-

0 (平裝) NT$300  

1.著作權  588.34  

法官、檢察官職務評定方式之檢討

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 / 監察院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 , 

11101 .-- 18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4-56-1 (平裝) NT$200  

1.法官 2.檢察官  589.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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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事 

軍隊社會工作暨軍事社會學. 第十九

輯  = Military social work & military 

sociology, Vol.19 / 錢淑芬, 陳依翔, 嚴

巧珊, 林君潔, 邱保龍, 鄧啟明, 郭盛

哲作 ; 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社工組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防大學政治

作戰學院, 11011 .-- 163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0-00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軍事社會學 2.社會工作 3.文集  

590.15  

泗水邊的<<孫子兵法>> / 許輝著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202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5-1 

(平裝) NT$400  

1.孫子兵法 2.研究考訂  592.092  

中共資訊戰 / 丹尼斯.波因德克斯特

(Dennis F. Poindexter)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, 11010 .-- 

336 面; 21 公分 .-- (軍官團教育參考

叢書 ; 668) .-- ISBN 978-986-5446-99-4 

(精裝) NT$300  

1.資訊戰 2.軍事戰略 3.國家安全 4.

中美關係  592.4  

運籌帷幄 因敵致勝 : 大軍統帥學教

室 / 何世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老

戰友工作室軍事文粹部, 11010 .-- 380

面; 23 公分 .-- (兵學系列 ; 2) .-- ISBN 

978-986-98742-7-4 (平裝) NT$450  

1.戰略 2.戰術 3.戰史  592.4  

基隆市市定古蹟白米甕砲台修復再

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/ 楊仁江建築

師事務所執行 .-- 第一版 .-- 基隆市 : 

基隆市文化局, 11010 .-- 5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17-23-9 (平裝) 

NT$1000  

1.軍事設施 2.防禦工程 3.古蹟修護 

4.基隆市  595.2  

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四軍軍史 = The 

4th army of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

/ 孫建中作 .-- 臺北市 : 國防部政務辦

公室, 11010 .-- 529 面; 21 公分 .-- (軍

史 ; 49) .-- ISBN 978-986-5446-98-7 (精

裝) NT$550  

1.國民革命軍 2.陸軍 3.軍事史 4.中

華民國  596.8  

連合艦隊的黃昏 : 出乎意料的帝國

海軍在臺灣 : 大正末期.昭和時期艦

艇寫真 / 王佐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蒼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6

面 ; 21X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825-9-5 (平裝) NT$780  

1.軍艦 2.海軍 3.日本  597.6  

史地/傳記類 

史地總論 

史傳通說 / 汪榮祖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

市 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114-3 (精裝) NT$580  

1.史學 2.中國  601  

世代變遷 / 黃千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35-6 (平裝) NT$160  

1.口述歷史 2.社會變遷 3.世代交替 

4.臺灣  601.6  

影像與歷史 : 理論與實務的對話 / 李

明哲, 邵銘煌, 蕭李居, 鄭巧君, 夏春

祥, 陳百齡, 王亞維, 李福鐘, 范育誠, 

楊善堯著 ; 劉維開, 李明哲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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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340 面; 23 公分 .-- (政大人文

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06740-6-4 

(平裝) NT$480  

1.史學方法 2.電子影像檔案 3.影視

科技 4.文集  603.107  

(警專入學考)警專地理 : 滿分這樣讀 

/ 謝坤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670-3 (平裝)  

1.地理學  609  

中國史 

岩波新書.中國的歷史. 1, 中華的成立 

/ 渡邊信一郎著 ; 詹慕如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49-8 (平裝)  

1.中國史  610  

岩波新書.中國的歷史. 2, 江南的發展 

/ 丸橋充拓著 ; 林琪禎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50-4 (平裝)  

1.中國史  610  

岩波新書.中國的歷史. 3, 草原的稱霸 

/ 古松崇志著 ; 黃耀進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51-1 (平裝)  

1.中國史  610  

岩波新書.中國的歷史. 4, 陸海的交會 

/ 壇上寬著 ; 郭婷玉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52-8 (平裝)  

1.中國史  610  

岩波新書.中國的歷史. 5, 中國的形成 

/ 岡本隆司著 ; 郭凡嘉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53-5 (平裝)  

1.中國史  610  

<<史記>>論集 / 蔡信發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蔡信發出版 : 臺灣學生書局

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010 .-- 33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02-9 (平裝) 

NT$400  

1.史記 2.研究考訂  610.11  

一讀就懂中國史 : 文明的誕生.上古

到戰國 / 白逸琦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

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中華文明大系 ; 1) .-- ISBN 

978-986-178-575-2 (平裝) NT$2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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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6, 隋唐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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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4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12-7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中國歷史研究法. 補編 : <中國考古

學之過去及將來><歷史統計學>合

刊 / 梁啟超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家講堂)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31-6 (平裝) NT$280  

1.史學方法 2.中國史  611  

中國歷史研究法 : <研究文化史的幾

個重要問題><新史學>合刊 / 梁啟超

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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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

分 .-- (大家講堂)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30-9 (平裝) NT$250  

1.史學方法 2.中國史  611  

歷史的兩個境界  / 杜維運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9-3294-1 (平裝)  

1.史學 2.文集 3.中國  617  

歷史的經驗 / 南懷瑾講述 ; 蔡策記

錄 .-- 臺灣二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59-60-5 (平

裝) NT$280  

1.中國史 2.文集  617  

中國斷代史 

朕說歷史. 春秋篇 / 黃桑編繪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32-3 (平裝) 

NT$420  

1.春秋史 2.通俗史話  621.62  

朕說歷史. 戰國篇 / 黃桑編.繪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42-2 (平裝) 

NT$420  

1.戰國史 2.通俗史話  621.8  

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宋史 / 覃仕勇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4-972-7 (平裝)  

1.宋史 2.通俗史話  625.109  

大航海家鄭和 : 人類史上最早的慈

航圖證 / 陳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文史哲出版社, 11011 .-- 20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46) .-- ISBN 978-

986-314-571-4 (平裝) NT$300  

1.航海 2.地圖 3.明代  626.24  

狼煙未燼 / 蔡榮根著 .-- 臺北市 : 墨

言文化, 11011 .-- 253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651-2-3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當代史 2.民國史  628  

狼煙未燼 / 蔡榮根著 .-- 金門縣金城

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11 .-- 253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42-2 (平

裝) NT$280  

1.當代史 2.民國史  628  

中國文化史 

千年美人 / 孟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y 系

列 ; 71) .-- ISBN 978-957-13-9612-5 (平

裝) NT$420  

1.中國文化 2.女性 3.生活史 4.生活

美學  630  

顯微鏡下的古人生活 / 新週刊雜誌

社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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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268-2 (平裝)  

1.社會生活 2.生活史 3.中國  630  

中國地方志 

三村一脈.同氣連枝 : <<珩厝、后盤

山、西山>>村史 / 王振漢著 .-- 初
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

11011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- (金門村

史 ; 36) .-- ISBN 978-986-5468-46-0 (平

裝) NT$30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福建省金門縣

金湖鎮 4.福建省金門縣金寧鄉  

673.19/205.9/105.2  

莊厝演義 / 林怡種著 .-- 初版 .-- 金門

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11 .-- 

288 面; 22 公分 .-- (金門村史 ; 34) .-- 

ISBN 978-986-5468-47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福建省金門縣

金湖鎮  673.19/205.9/105.2  

亙古通今榜林村史 / 陳永富著 .-- 初
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

11011 .-- 224 面; 22 公分 .-- (金門村

史 ; 35) .-- ISBN 978-986-5468-48-4 (平

裝) NT$30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福建省金門縣

金寧鄉  673.19/205.9/107.2  

鄉野毫光 盤山村村史 / 翁炳賜, 翁克

偉作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

縣文化局, 11011 .-- 268 面; 22 公分 .-

- (金門村史 ; 37) .-- ISBN 978-986-

5468-43-9 (平裝) NT$30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福建省金門縣

金寧鄉  673.19/205.9/107.2  

南浦行散记 / 许永祥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10 .-- 300 面; 

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南浦行散記 .-- 

ISBN 978-986-06898-7-7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人文地理 2.鄉土文化 3.歷史 4.福

建省漳州市漳浦縣  

673.19/322.9/325.4  

世界史地 

世界史偵探柯南. 6, 開膛手傑克的罪

行 / 青山剛昌原作 ; 狛枝和生漫畫 ; 

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92-7 (平裝) 

NT$360  

1.世界史 2.文化史 3.漫畫  711  

黃金草原 / 馬蘇第(Masudi)著 ; 莫宗

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蓋曼群

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

公司出版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480 面; 20 公分 .-

- (黃金之葉 ; 25) .-- ISBN 978-626-

7063-01-9 (平裝) NT$520  

1.世界史 2.中古史 3.中亞史  712.3  

神山游擊隊 : 1943 年亞庇起義 / 黃子

堅著 ; 鍾憶妮譯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

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

心 ;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

社, 11011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(族群

與客家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434-

46-5 (平裝) NT$420  
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戰役 3.馬來西

亞沙巴  712.84  

青春遊隨筆 / 明士心, Aima, 許思庭
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

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5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65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旅遊文學 2.世界地理  719  

啟程,我的旅行人生 / 曾品屹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曾品屹, 11101 .-- 16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58-

6 (平裝) NT$310  

1.旅遊文學 2.世界地理  719  

當代英雄從台灣出發 : 台大學生的

俄羅斯與後蘇聯行旅 = Герои 

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Н3 

Тайваня в Россию 

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

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/ 金 威

澄, 李正哲, 李冠儒, 詹竣翔, 江承頤, 

曾毓媛, 王立宏, 吳連哲, 廖德融, 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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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賢, 沈祥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櫻桃園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56 面; 23 公分 .-- (CF ; 4) .-- 中俄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97143-5-8 (平裝) 

NT$480  
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 719  

亞洲史地 

倒著讀日本史 / 河合敦作 ; 陳薪智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67-9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日本史  731.1  

江戶的一年 : 日本庶民文化的起點,

充滿活力、娛樂與節慶的精彩日常 / 

小和田哲男監修 ; 邱香凝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7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11-

7 (平裝) NT$400  

1.風俗 2.文化史 3.江戶時代 4.日本  

731.3  

深層看看日本的文化與歷史. II / 林

茂松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

人中國佛教阿含宗基金會, 11010 .-- 

218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5626-5-3 (平裝)  

1.文化史 2.日本  731.3  

日本鐵道迷之親子旅行 = 日本鉄道

ファンの親子旅行 / 周筱瀠, 西脇彥

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山滴製造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3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0-0-3 (平裝) 

NT$880  

1.火車旅行 2.日本  731.9  

縱横東南亞 : 跨域流動與文化鏈結 / 

高嘉勵, 游博淸, 薛健吾, 陳宗巖, 邱

明斌, 楊昊, 張嘉玲, 張國益, 王鈺惠, 

詹閔旭, 徐雨村, 陳建源, 阮荷安作 ; 

高嘉勵, 邱明斌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國立中興大學, 11010 .-- 296 面; 

21 公分 .-- (興大學術系列叢書) .-- 

ISBN 978-986-06057-4-7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區域研究 2.東南亞  738  

歷史的臍帶 : 東南亞建築與生活 / 賴

啟健著 ; 黃智煒, 曾寶貝, 劉德豪, 洪

菀璐, 王筠婷, 陳丹楓, 林欣慈, 林方

良, 子木, 林仁余, 遜雪風麟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

出版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

11011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11-3-7 (平裝) NT$590  

1.區域研究 2.文集 3.東南亞  738.07  

羅興亞人,一個不被承認的民族 : 民

主化浪潮中,緬甸國族建構最危險的

敵人 / 法蘭西斯.韋德(Francis Wade)

著 ; 洪世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

可孛羅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發行 , 1101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

(Visum ; MV0012)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37-7 (平裝) NT$499  

1.宗教與政治 2.伊斯蘭教 3.緬甸  

738.1  

臺灣史地 

台灣物產生態大觀 1860-1960 / 徐宗

懋圖文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

世語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

30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9-4-

0 (精裝)  

1.臺灣史 2.農產品業 3.照片檔案  

733.21  

地圖老臺灣. 6 = Formosa map 6 / 張志

遠, 黃俊彥, 張振豐執行編輯 .-- 臺北

市  : 臺 灣 古 地 圖 史 料 文 物 協 會 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2349-3-2 (平裝) NT$300  

1.臺灣史 2.歷史地圖 3.古地圖  

733.21  

穿越臺灣趣歷史 : 從猛獁象到斯卡

羅 ,考古最在地的臺灣史  / 賴祥蔚
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History ; 72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46-0 (平裝) NT$380  

1.臺灣史 2.歷史故事  733.21  

高座海軍工廠 : 八千四百名台灣少

年赴日造飛機的歷史 / 林景淵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38-966-5 (精裝)  

1.臺灣史 2.勞工 3.飛機製造 4.日據

時期  733.28  

228 消失的政黨 :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

會(1945-1947) / 黃惠君著 .-- 臺北市 : 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, 11010 .-- 296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39-5 (平

裝) NT$380  

1.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2.二二八事

件 3.政黨  733.2913  

「二二八事件」研究報告 = Research 

report on the 228 Incident / 賴澤涵總主

筆 .-- 一版 .-- [臺北市] : 財團法人二

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, 11011 .-- 56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33-9-1 (平

裝) NT$450  

1.二二八事件  733.2913  

臺北市人權地圖手冊 / 張維修計畫

主持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2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2-47-0 (平裝)  

1.白色恐怖 2.史蹟 3.歷史地圖 4.臺

北市  733.2931  

「百年情書.文協百年特展」展覽專

輯 = A century of heartfelt sentiment : 

100th anniversary of Taiwan Cultural 

Association / 林佩蓉, 黃小蛋, 蔡明諺, 

黃信彰, 邱函妮, 陳淑容, 陳婉菱, 石

婉舜, 張晏菖, 陳佳琦, 李家驊, 鄭有

傑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

社, 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01-996-6 (平裝) NT$420  

1.臺灣文化協會 2.臺灣新文化運動 

3.日據時期 4.文集  733.407  

「同化」的同床異夢 : 日治時期臺

灣的語言政策、近代化與認同 / 陳

培豐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49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21-0 (平

裝) NT$550  

1.語言政策 2.教育 3.日據時期 4.臺

灣  733.44  

文協一百點 : 臺灣真有力地景指南 / 

陳文松, 江昺崙, 林運鴻, 張怡寧撰

文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

館 ;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9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27-8 (平裝) NT$320  

1.臺灣遊記  733.6  

臺灣人士鑑 / 李秀鳳主編 .-- 複刻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國立臺灣圖書館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30-65-

4 (全套:精裝)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史 3.日據時期  

733.7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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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台北步道 100 影音增強版 : PLUS

達人全程帶隊 / Tony(黃育智)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Free ; 

18) .-- ISBN 978-626-7064-01-6 (平裝) 

NT$450  

1.生態旅遊 2.臺北市 3.新北市 4.基

隆市  733.9/101.6  

PLAY 深坪來 / 郭雄軍總編輯 .-- 新北

市 :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, 11009 .-- 冊 .-

- ISBN 978-986-5462-52-9 (全套:平裝)  

1.旅遊 2.人文地理 3.歷史 4.新北市  

733.9/103.6  

迪毅堂傳奇 / 莊文毅作 ; 涂恩華繪 .-

- 新 北 市  : 新 北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2-56-7 (精裝) NT$390  

1.寺廟 2.臺灣史 3.繪本 4.新北市板

橋區  733.9/103.9/101.61  

行旅羅東. 2021 : 城市人文風情 = Luo 

Dong / 莊文生主編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

宜蘭縣羅東鎮公所, 11012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8-63-2 (精

裝)  

1.旅遊文學 2.宜蘭縣羅東鎮  

733.9/107.9/121.69  

2021 南方澳漁港百週年國際學術研

討會專輯  = Nanfang-ao Fishing Port 

Centenary-International Academic 

Symposium / 林正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

宜蘭縣頭城鎮 :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

館, 11011 .-- 432 面; 24 公分 .-- (蘭博

研究 ; 12) .-- ISBN 978-986-5418-62-5 

(平裝)  

1.漁港 2.人文地理 3.歷史 4.文集 5.宜

蘭縣蘇澳鎮  733.9/107.9/123.4  

小黑啤玩臺灣. 桃園篇 : 過節日 / 李

富生, 謝爾庭文字 ; 黃采逸繪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99836-4-8 (精裝) 

NT$550  

1.人文地理 2.繪本 3.桃園市  

733.9/109.4  

永恆的中港 / 黃鼎松, 廖綺貞, 吳正賢

撰述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苗栗縣在地

文化推廣協會, 11011 .-- 24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75-1-9 (精裝) 

NT$36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文化景觀 4.苗

栗縣竹南鎮  733.9/113.9/111.2  

傳統創新 糕餅新時代 : 臺中市糕餅

公會 75 週年紀念專刊 = New era : 

special issue for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

the Taichung Bakery Association / 賴維

秀執行總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糕餅

商業同業公會, 11010 .-- 8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2279-1-0 (平裝)  

1.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2.糕餅

業 3.臺中市  733.9/115.5  

臺中.跟著故事走 / 台灣東販編輯部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3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71-0 (平裝)  

1.旅遊 2.臺中市  733.9/115.6  

彰化縣聚落建築群原彰化郡(公有)

宿舍群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/ 呂政道

計畫主持 ; 卓雯雯, 林宜君, 孫仁鍵協

同主持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

文化局, 11012 .-- 5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73-35-8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1800  

1.聚落 2.文化資產保存 3.彰化縣  

733.9/121.38  

小黑啤玩臺灣. 彰化篇 : 逛老街 / 洪

金煌, 謝爾庭文字 ; 王睿加繪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836-5-5 (精裝) NT$550  

1.人文地理 2.繪本 3.彰化縣  

733.9/121.4  

懷念耶舊庄名 : 火燒庄 / 和美好修社

區, 王綉惠作 .-- 彰化縣和美鎮 : 彰化

縣和美鎮好修社區發展協會, 11011 .-

- 26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79-0-7 (精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社區總體營造 3.繪本 

4.彰化縣和美鎮  733.9/121.9/125.4  

小桃遊臺灣 : 彰化王功 / 陳以玹創

作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, 

11010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73-32-7 (平裝)  

1.旅遊 2.人文地理 3.環境保護 4.彰

化縣芳苑鄉  733.9/121.9/129.6  

尚義思想起 / 楊月卿, 張秀美總編

輯 .-- 雲林縣大埤鄉 : 雲林縣大埤鄉

尚義社區發展協會, 11010 .-- 107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27-0-4 (平

裝)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雲林縣大埤鄉  

733.9/123.9/109.2  

舊屋力 : 舊屋新氣,桃城慢遊趣! / 盧

怡君總編輯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政府

文化局, 11011 .-- 80 面; 17X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24-94-7 (平裝)  

1.都市更新 2.人文地理 3.房屋建築 

4.嘉義市  733.9/126.4  

帶著感覺走 : 踏溯台南.成大 90 / 林

芸懋, 林奕嫻, 林書婷, 林儀柔, 邱郁

潔, 高于鈞, 張心瑜, 梁佑謙, 陳志昌, 

陳意安, 黃雪晴, 葉純甄, 鍾小倩編纂 ; 

陳文松, 鍾國風主編 .-- 臺南市 : 國立

成功大學文學院, 11011 .-- 32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3-3-4 (平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臺南市  

733.9/127.4  

臺南歷史名人誌. 文學類 : 文學盛景.

翰墨臻華 / 張耘書作 .-- 一版 .-- 臺南

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312

面; 21 公分 .-- (大臺南文化叢書. 第

10 輯 ; 2) .-- ISBN 978-986-5487-51-5 

(平裝) NT$350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傳記 3.臺灣文學 4.

臺南市  733.9/127.7  

臺南歷史名人誌. 政治類 : 風起雲湧 : 

臺南四 00 年的政治課 / 曹婷婷作 .-- 

一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1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臺南文

化叢書. 第 10 輯 ; 3) .-- ISBN 978-986-

5487-52-2 (平裝) NT$300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傳記 3.臺灣政治 4.

臺南市  733.9/127.7  

臺南歷史名人誌. 學術教育類 : 千里

之行 : 那些弦歌不輟的故事 / 左美雲

作 .-- 一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

化局, 11011 .-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(大

臺南文化叢書. 第 10 輯 ; 4) .-- ISBN 

978-986-5487-53-9 (平裝) NT$300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傳記 3.教育家 4.臺

南市  733.9/127.7  

臺南歷史名人誌. 醫療及技術類 : 白

袍與工程帽 : 先行者的身影 / 鄭佩雯

作 .-- 一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

化局, 11011 .-- 318 面; 21 公分 .-- (大

臺南文化叢書. 第 10 輯 ; 5) .-- ISBN 

978-986-5487-54-6 (平裝) NT$350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傳記 3.醫事人員 4.

工程師 5.臺南市  733.9/127.7  

臺南歷史名人誌. 藝術類 : 他們的彩

筆他們的歌 / 謝玲玉作 .-- 一版 .-- 臺

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

394 面; 21 公分 .-- (大臺南文化叢書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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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輯 ; 1) .-- ISBN 978-986-5487-50-

8 (平裝) NT$420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傳記 3.藝術家 4.臺

南市  733.9/127.7  

菱禾芒果香 / 許坤鎮, 吳克威, 蔡郁柔, 

徐郁雁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官田

區渡拔國民小學, 11010 .-- 3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47-8 (精裝) 

NT$300  

1.人文地理 2.鄉土文化 3.繪本 4.臺

南市官田區  733.9/127.9/129.4  

碳索 非常花蓮 = Explore-the Hualien 

with low carbon emission / 饒忠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環境保

護局, 11011 .-- 102 面; 19X26 公分 .-- 

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29-58-4 

(平裝) NT$260  

1.旅遊 2.花蓮縣  733.9/137.6  

Zoom in Taitung. Vol.2 / 顏志光總編

輯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, 

11010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19-61-5 (平裝) NT$150  

1.人文地理 2.生活史 3.臺東縣  

733.9/139.4  

往東走.相遇 / Tuhl 洪簡廷卉總編輯 .-

- 臺東市 :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, 

11010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19-62-2 (平裝)  

1.旅遊 2.飲食 3.部落 4.臺灣原住民

族 5.臺東縣  733.9/139.6  

澎湖研究第 20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. 

2020 / 張美惠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澎湖

縣 馬 公 市  : 澎 湖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, 

11010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7-77-1 (平裝) NT$200  

1.區域研究 2.文集 3.澎湖縣  

733.9/141.07  

歐洲史地 

奇怪的歷史知識增加了!不能只有我

知道的趣味歐洲史 / Seayu(即食歷史)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ia 歷史學

堂 ; MU0049) .-- ISBN 978-986-0767-

51-3 (平裝) NT$380  

1.歷史 2.通俗作品 3.歐洲  740.1  

羅馬人的故事. V, 凱撒時代(盧比孔

之後) / 塩野七生著 ; 黃紅杏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554 面; 21 公分 .-- (羅馬

人的故事) .-- ISBN 978-957-14-7329-1 

(平裝)  

1.歷史 2.羅馬帝國  740.222  

哈梅恩的吹笛手 : 記憶、傳說與流

變,中古歐洲社會庶民心態考察 / 阿

部謹也著 ; 陳國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.世

界史) .-- ISBN 978-957-05-3372-9 (平

裝) NT$400  

1.中古史 2.社會史 3.歐洲  740.23  

義式熱情學 : 看義大利人對事物投

入的澎湃情感,造就出的歷史與文化

肌理如何豐富整個世界 / 黛安.黑爾

斯(Dianne Hales)著 ; 高子梅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

- (臉譜書房 ; FS0141) .-- ISBN 978-

626-315-037-9 (平裝) NT$420  

1.社會生活 2.文化史 3.義大利  

745.3  

西班牙史 : 首開殖民美洲的國家 / 方

真真, 方淑如作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別史) .-- ISBN 

978-957-14-7319-2 (平裝)  

1.西班牙史  746.11  

丹麥史 : 航向新世紀的童話王國 / 許

智偉作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12 面; 

21 公分 .-- (國別史) .-- ISBN 978-957-

14-7321-5 (平裝)  

1.丹麥史  747.31  

美洲史地 

1776 革命未竟之地 : 煙硝、貿易與

生態瓦解,不為人知的美洲史 / 克勞

迪奧.桑特(Claudio Saunt)著 ; 羅亞琪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1

公分 .-- (歷史. 世界史) .-- ISBN 978-

957-05-3373-6 (平裝) NT$560  

1.美洲史 2.印地安族  750.1  

非洲史地 

摩洛哥流謫 / 四方田犬彥著 ; 黃毓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黑眼睛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84 面; 19 公

分 .-- (四方田犬彥作品系列) .-- ISBN 

978-986-6359-92-7 (平裝) NT$350  
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摩洛哥  767.39  

傳記 

思想經濟學 : 當代 136 位精英的思想

交流 / 維卡斯.夏哈(Vikas Shah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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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384 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財 經 企 管  ; 

BCB751) .-- ISBN 978-986-525-355-4 

(平裝)  

1.世界傳記  781.05  

宋十三家生平事跡考述 / 黃啓方著 .-

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國 家 出 版 社 , 

11010 .-- 316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家文史

叢書 ; 163) .-- ISBN 978-957-36-1597-2 

(平裝) NT$600  

1.傳記 2.宋代  782.15  

*胖古人的古人朋友 / J.Ho 文.圖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, 

1101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51-886-6 (平裝) NT$360  

1.人物志 2.通俗作品 3.中國  782.2  

中華姓氏的起源與宗族家門的傳承 / 

李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出版

社出版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63-3-9 (平裝) NT$380  

1.姓名錄 2.文化  782.48  

歷史上的真假關羽 : 三國演義只是

故事,壽亭侯關羽跟神話中的武聖關

公差很大 / 柴繼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14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(三國)關羽 2.傳記  782.823  

于成龍 : 四十五歲從縣官到兩江總

督 ,大清第一廉吏于半鴨  / 王振川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4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893-3 (平裝) NT$375  

1.(清)于成龍 2.傳記  782.877  

名人筆下的陳嘉庚 / 陳滿意編著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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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410 面; 23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197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6-8 

(平裝) NT$580  

1.陳嘉庚 2.傳記  782.886  

余英時談話錄 / 李懷宇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(允晨

叢刊 ; 160) .-- ISBN 978-626-95094-2-3 

(平裝) NT$350  

1.余英時 2.學術思想 3.傳記  

782.886  

俄蒙回憶錄 / 毛以亨原著 ; 蔡登山主
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 , 

11011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 

206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

80-7 (平裝) NT$380  

1.毛以亨 2.回憶錄 3.內蒙古自治區 

4.俄國  782.887  

嚴家祺回憶錄 : 命運交響樂 / 嚴家祺

著  .-- 初版  .-- [臺北市 ] : 嚴家祺 , 

11011 .-- 73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83-8 (精裝)  

1.嚴家其 2.回憶錄  782.887  

「任性而活」搖滾樂團 THE ORAL 

CIGARETTES 山中拓也自傳 / 山中拓

也作 ; 李惠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

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75-4 (平裝)  

1.山中拓也 2.歌星 3.搖滾樂 4.樂團 5.

自傳 6.日本  783.18  

成為世界相信的力量 / 吳錦勳, 錢麗

安, 吳秀樺, 郭瓊俐, 傅瑋瓊, 邵冰如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2 面; 

23 公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15)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60-8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臺灣傳記  783.31  

愛台灣更要愛台灣人 / 大隱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周繼文, 11011 .-- 12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01-

2 (平裝) NT$600  

1.臺灣傳記 2.人物志  783.31  

成大化工人的故事. 一 : 系友訪問記

錄 / 王文霞, 高淑媛, 翁鴻山編撰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

工程學系臺灣化工史料館, 11011 .-- 

332 面; 26 公分 .-- (臺灣化工史料叢

書人 物系 列  ; 2) .-- ISBN 978-626-

95243-7-2 (平裝) NT$450  

1.臺灣傳記 2.化學工程 3.訪談  

783.32  

野球人生. 2, 職棒教頭列傳 / 曾文誠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56 面; 21 公分 .-- (小

宇宙 ; 21) .-- ISBN 978-986-178-571-4 

(平裝) NT$380  

1.臺灣傳記 2.職業棒球 3.教練 4.人

物志  783.32  

茶金歲月 : 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 / 

廖運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
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8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58-0 (平

裝)  

1.姜氏 2.傳記 3.家族史 4.臺灣史  

783.37  

A Nobody 的隨意人生 / 黃榮源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黃榮源, 11010 .-- 24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08-

1 (平裝) NT$250  

1.自傳 2.旅遊文學  783.3886  

一甲子的成長與感悟,回顧生命的本

質,展望民主的未來! / 王志強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王志強, 11012 .-- 20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71-

5 (平裝)  

1.王志強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*小瘋人生 : 我的學思歷程與民主自

由的追尋之路 : 李筱峰 69 回憶錄 / 

李筱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

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94-284-0 (上冊:

平裝) NT$580 .-- ISBN 978-986-294-

285-7 (中冊 :平裝 ) NT$580 .-- ISBN 

978-986-294-286-4 ( 下 冊 : 平 裝 ) 

NT$580 .-- ISBN 978-986-294-287-1 (全

套:平裝)  

1.李筱峰 2.回憶錄 3.臺灣  783.3886  

少年捕手魯俊傳奇 / 魯秋琴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

公司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行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4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83-9 (平裝) 

NT$300  

1.魯俊 2.臺灣傳記 3.刑事警察  

783.3886  

半生縱橫 : 仉家彪雜憶與雜記 / 仉家

彪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11 .-- 1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27-

0 (平裝)  

1.仉家彪 2.回憶錄  783.3886  

台魂淚. 一, 我的半生記 / 謝雪紅口

述 ; 楊克煌筆錄 ; 楊翠華編著 ; 許雪

姬校訂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臺灣

史研究所, 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2-47-6 ( 精 裝 ) 

NT$500  

1.謝雪紅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台魂淚. 二, 我的回憶 / 楊克煌遺稿 ; 

楊翠華整理 ; 許雪姬校訂 .-- 臺北市 : 

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 11012 .-- 

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2-

48-3 (精裝) NT$500  

1.楊克煌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*朱鏡宙詠莪堂全集 : 回憶錄, 夢痕記. 

中冊 / 朱鏡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財 團 法 人 華 藏 淨 宗 弘 化 基 金 會 , 

11010 .-- 34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83-2-0 (精裝)  

1.朱鏡宙 2.傳記  783.3886  

風雨之聲 : 夜聞風雨之聲,難安蓆枕。 

/ 戴煜(興炮)作  .-- 桃園市  : 戴煜 , 

11010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20-3 (平裝)  

1.戴煜 2.自傳  783.3886  

為愛重生 : 為我們的下一代找答案 / 

謝國樑(小愛爸爸)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社

會人文 ; BGB520)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71-4 (平裝) NT$450  

1.謝國樑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厚德載物勉于行 : 國際獅子會國際

理事李清利博士回憶錄 / 李清利口

述 ; 黃世鈺主筆 .-- 高雄市 : 李清利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80-7 (精裝)  

1.李清利 2.回憶錄  783.3886  

*草地仁醫陳文德 / 張麗雲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播人

文志業基金會, 11010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11-9 (平裝) 

NT$280  

1.陳文德 2.醫師 3.臺灣傳記  

783.3886  

救心 : 王志鴻副院長和他的心臟內

科團隊 / 王志鴻, 張濟舵主述 ; 陳玫

君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

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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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37-12-6 (平裝) NT$400  

1.王志鴻 2.醫師 3.臺灣傳記  

783.3886  

清水胡老師 / 楊牧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6-27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胡淑賢 2.臺灣傳記 3.基督徒 4.信

仰  783.3886  

許孩子一個幸福夢想園 / 王俐文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45-0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王俐文 2.臺灣傳記 3.幼教工作者 

4.幼稚園  783.3886  

異域三載 : 我在越南富國島集中營

的日子 / 曾邑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1 .-- 240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50+FAMILY ; BFP021)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61-5 (平裝) NT$400  

1.曾邑英 2.回憶錄 3.戰俘 4.越南  

783.3886  

寇培深書畫生涯七十年暨紀念文集 / 

寇培深撰著 , 中國書道傳習學會主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中國

書道傳習學會, 11011 .-- 272 面; 37 公

分 .-- (中國書道傳習彙編  ; 14) .-- 

ISBN 978-986-06387-4-5 (精裝)  

1.寇培深 2.傳記 3.文集  783.3886  

陳懷澄先生日記. 七, 一九二四年 = 

The diary of Chen Huai-cheng. Vol.6, 

1922 / 陳懷澄著 ; 許雪姬編註 .-- 臺北

市 :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; 臺南

市 :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, 11011 .-- 

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2-

45-2 (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626-

7002-46-9 (精裝) NT$400  

1.陳懷澄 2.臺灣傳記 3.臺灣史 4.史

料  783.3886  

*詩人梅新主編<<中央副刊>>之研

究 / 龔華著 .-- 臺北市 : 文訊雜誌社

出版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
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文訊書

系 ; 15) .-- ISBN 978-986-6102-79-0 (平

裝) NT$340  

1.章益新 2.臺灣傳記 3.報紙副刊  

783.3886  

微光餘影-人權影像典藏紀念冊 : <從

政治犯到文史狂>洪維健的學習筆記 

/ 王苡儒, 李新元, 毛帝勝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華人民主書院協

會, 1101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67-0-2 (平裝) NT$380  

1.洪維健 2.臺灣傳記 3.臺灣史 4.人

權  783.3886  

預約 : 200 萬的夢 / 羅智強作 .-- 初

版 .-- [臺北市] : 小強出版社, 11012 .-

- 185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235-3-4 (精裝) NT$500  

1.羅智強 2.臺灣傳記 3.臺灣政治  

783.3886  

圓滿人生 : 臺北第一高女陳瑳瑳女

士訪問紀錄 / 許雪姬訪問 ; 吳美慧記

錄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臺

灣史研究所, 11012 .-- 464 面; 21 公

分 .-- (口述歷史專刊 ; 12) .-- ISBN 

978-626-7002-50-6 (精裝) NT$600  

1.陳瑳瑳 2.臺灣傳記 3.訪談  

783.3886  

與泥結緣一甲子 : 水泥工藝領航者 

亞泥張才雄回憶錄 / 張才雄口述 ; 趙

愛卿採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8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與土地 ; 37)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88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張才雄 2.水泥工業 3.回憶錄 4.臺

灣  783.3886  

衝破戒嚴時代的民謠歌手 : 邱垂貞

前傳 / 邱垂貞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景深空間設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33-1-

0 (平裝) NT$320  

1.邱垂貞 2.臺灣傳記 3.臺灣政治  

783.3886  

質 樸 堅 毅  : 張 其 昀 日 記 (1949-

1950,1952) = 

Temperament,simplicity,strength,and 

tenacity : the diaries of Chang Chi-

yun,1949-1950,1952 / 張其昀原著 ; 中

國文化大學圖書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29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
記 ; 82) .-- ISBN 978-626-7036-30-3 (平

裝) NT$380  

1.張其昀 2.傳記  783.3886  

質 樸 堅 毅  : 張 其 昀 日 記 (1973) = 

Temperament,simplicity,strength,and 

tenacity : the diaries of Chang Chi-

yun,1973 / 張其昀原著 ; 中國文化大

學圖書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46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83)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31-0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張其昀 2.傳記  783.3886  

謝鑄陳回憶錄 / 謝鑄陳口述 ; 蔡登山
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

1101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 

20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

82-1 (平裝) NT$340  

1.謝鑄陳 2.回憶錄  783.3886  

醫人醫國 : 邱永聰先生百年冥誕紀

念專書 / 邱文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好文化企業社, 11012 .-- 224 面; 23

公分 .-- (影響力人物 ; 4) .-- ISBN 978-

986-06885-8-0 (平裝) NT$350  

1.邱永聰 2.臺灣傳記 3.文集  

783.3886  

3 分鐘讀懂霍金 : 進入霍金人生、理

論、影響的時空旅程  / 保羅 .派森

(Paul Parson), 蓋兒.迪克森(Gail Dixon)

著 ; 楊琬晴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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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9-366-8 (平裝) NT$450  

1.霍金(Hawking, Stephen, 1942-2018) 

2.物理學家 3.傳記 4.英國  784.18  

莎士比亞 : 生存還是毀滅,一本書貼

近英國戲劇之父莎士比亞 / 大風文

創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

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5-0-9 (平裝) 

NT$180  

1.莎士比亞(Shakespeare, William, 

1564-1616) 2.傳記  784.18  

希特勒 / 約阿希姆 .費斯特(Joachim 

Fest)著 ; 鄭若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650 面; 21 公分 .-- (風雲人物 ; 8)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70-8 (上冊:平裝) 

NT$700  

1.希特勒(Hitler, Adolf, 1889-1945) 2.

傳記  784.38  

希特勒 / 約阿希姆 .費斯特(Joachim 

Fest)著 ; 鄭玉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650 面; 21 公分 .-- (風雲人物 ; 9) .-- 



61 

 

ISBN 978-626-317-271-5 (下冊:平裝) 

NT$700  

1.希特勒(Hitler, Adolf, 1889-1945) 2.

傳記  784.38  

梅克爾總理時代 : 從科學家到全球

最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 / 烏蘇拉.維

登菲(Ursula Weidenfeld)作 ; 張守慧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0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40-8 (精裝) 

NT$399  

1.梅克爾(Merkel, Angela, 1954- ) 2.傳

記 3.德國  784.38  

登山皇帝的 14 座 8 千公尺高峰 : 死

亡不能阻止上山的腳步!看梅斯納爾

如何超越人類極限,站上世界之巔 / 

萊 茵 霍 爾 德 . 梅 斯 納 爾 (Reinhold 

Messner)作 ; 江鈺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48 面; 

21 公分 .-- (SASUGAS ; 40) .-- ISBN 

978-986-289-667-9 (平裝) NT$699  

1.梅斯納爾(Messner, Reinhold, 1944-) 

2.登山 3.傳記 4.義大利  784.58  

隱谷路 : 反映百年精神醫學史變革,

一段深入思覺失調家族的心智之旅 / 

羅伯特.科爾克(Robert Kolker)作 ; 黃

佳瑜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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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32 面; 

21 公分 .-- (不歸類 ; 203) .-- ISBN 978-

626-310-122-7 (平裝) NT$480  

1.蓋爾文家族 2.精神分裂症 3.傳記 

4.美國  785.27  

杜勒斯與台灣命運 / 王景弘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94-289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杜勒斯(Dulles, Allen Welsh, 1893-

1969) 2.外交人員 3.外交史 4.傳記 5.

美國  785.28  

文物考古 

書畫管見. 二集 / 王耀庭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660-45-0 (平裝) NT$1600  

1.書畫鑑定 2.文物研究  795.2  

品味故宮.陶瓷之美 / 張敬昕文字編

撰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香港商雅凱電

腦語音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0 .-

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720-1-0 (平裝)  

1.古陶瓷 2.文化史 3.中國  796.6  

掌上乾坤  : 鼻煙壺收藏精品  = A 

courtly gathering of Qing treasures : 

Chinese snuff bottles from Taiwanese 

Collections .-- 臺北市 : 中華文物學會, 

11010 .-- 240 面; 22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98526-4-7 (精裝)  

1.古器物 2.壺  796.9  

敦煌卷子 / 國家圖書館編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48-1 (全套:精裝)  

1.敦煌卷子  797.9  

語言/文學類 

語言文字學 

花心漢字字獨遊戲本. Vol.4 / 于美人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精典 , 

11011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- (樂學館 ; 

15) .-- ISBN 978-986-98862-6-0 (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98862-7-7 (平

裝簽名版) NT$280  

1.漢字 2.語言學習  802.2  

情境話畫教學魔法書 / 張素蓉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開朗雜誌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0-29-2 (平裝) NT$300  

1.閩南語 2.演說  802.5232  

*海陸客語白話譯註 詩經國風 / 詹益

雲譯註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芎林鄉 : 新

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, 11010 .-- 44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385-6-

9 (精裝) NT$950  

1.客語 2.讀本  802.52388  

作文撇步. 2, 220 俏皮話+15 修辭技巧 

/ 周姚萍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
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44-

6 (平裝) NT$380  

1.漢語 2.作文  802.7  

一千字說華語  = Seribu kata belajar 

bahasa mandarin = Speak mandarin in 

one thousand words / 馬昭華主編 ; 李

亭卉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

國僑務委員會, 11012 .-- 212 面; 30 公

分 .-- 中印尼文版 ; 正簡對照版 .-- 

ISBN 978-986-5467-47-0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6  

越南人輕鬆學中文 .台語  / Nguyen 

Kim Nga, 陳依僑合著 .-- 增訂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越南語系列 ; 

11) .-- ISBN 978-626-95048-6-2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349  

1.漢語 2.臺語 3.會話  802.86  

滿文原檔<<滿文原檔>>選讀譯注 : 

太祖朝. 五 / 莊吉發譯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10 .-- 540

面; 21 公分 .-- (滿語叢刊 ; 44) .-- ISBN 

978-986-314-572-1 (平裝) NT$740  

1.滿語 2.讀本  802.918  

絕妙日本語 : 日本人也大吃一驚的

日語學習講座 / 清水由美著 ; 林巍翰, 

高畑文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

市集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9-52-4 (平裝) NT$360  

1.日語  803.1  

狠強圖形記憶 50 音(寂天雲隨身聽

APP) / 葉平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標準手寫字體版 .-

- ISBN 978-626-300-082-7 (20K 平裝)  
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  803.1134  

海老原日本語 / 海老原峰子著 ; 許君, 

歐陽雅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鴻儒

堂出版社, 11012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6230-66-0 (上冊:平裝) 

NT$380  

1.日語 2.語法  803.16  

日語教師不知道的動詞活用教學法 / 

海老原峰子著 ; 許君, 歐陽雅芬譯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鴻儒堂出版社 , 

11012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230-67-7 (平裝) NT$250  

1.日語 2.動詞  803.165  

365 天,用日曆學日文 : 每天都用心智

圖輕鬆背日文單字 / Mei Liao 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84 面; 15 公分 .-- 虛擬點讀

筆版 .-- ISBN 978-986-407-176-0 (平裝) 

NT$29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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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おはよう日本語進階教材 / 孫寅華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良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

- (國立教育廣播電台「早安日語」

節目系列教材) .-- 手機版 .-- ISBN 

978-986-0754-31-5 ( 下 冊 :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新理.工学部のための日本語 / 李慧

莉, 林芷苓, 巫美美, 鄭智惠, 李曼芝
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尚昂文化事

業國際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7-5-0 (第 4

冊:平裝) NT$320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3R 日、德會話學習 : 回憶、釋義、

記憶 / 林欣宜, 葉淑華, 黃愛玲, 陳玫

君, 謝淑媚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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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250 面; 
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7-5-9 (平

裝) NT$250  

1.日語 2.德語 3.會話 4.讀本  

803.188  

用日語去旅行 : 日本旅行要去的 100

個景點 / 不求人文化編輯群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

求人文化, 1101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292-7-9 (平裝附光

碟片) NT$349  

1.日語 2.旅遊 3.會話  803.188  

*初學者開口說日語  / 中間多惠編

著 .-- 5 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

- 大字清晰版 .-- ISBN 978-957-710-

834-0 (平裝) NT$420  

1.日語 2.會話  803.188  

日文單字力檢定 JVQC1500 字級適用

日檢 N4、N5 / 王進平編著 .-- 二版 .-

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54-9 (平裝)  
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合格!日檢文法機能分類寶石題

庫 N3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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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(日

檢滿點 ; 8) .-- ISBN 978-986-246-651-3 
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10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合格全攻略!新制日檢 N4 必背

必出閱讀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

惠子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絕對合格 ; 25) .-- ISBN 

978-986-246-650-6 (平裝) NT$320  
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高分 : 新日檢 N1 必考文法速成 

/ 渡邊由里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

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新日檢系

列 ; 4) .-- ISBN 978-986-5544-59-1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349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新日檢制霸!N4 文法特訓班 / 溫雅珺, 

楊惠菁, 蘇阿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28 面; 23 公分 .-- (JLPT 滿分進擊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39-0 (平裝)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跨出畢業門檻「N2 日語文法」的魔

法書 : 「文法+故事+插圖」三效學

習法 / 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合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合

格魔法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246-

653-7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60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新制日檢!絕對合格 N1,N2,N3,N4,N5

必背比較文法大全 : 自學考上就靠

這一本!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

惠子, 千田晴夫, 大山和佳子,山田社

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山 田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- (日檢大

全 ; 51) .-- ISBN 978-986-246-652-0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699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活用韓文俗諺.漢字成語 / 韓國語教

育研究所作 ; 關亭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EZ Korea ; 

37) .-- ISBN 978-986-0795-84-4 (平裝) 

NT$280  

1.韓語 2.俗語 3.成語  803.238  

K-POP 追星旅遊韓國語 / 安鏞埈著 .-

- 新北市 : 語研學院出版社, 11012 .-- 

192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644-8-7 (平裝) NT$350  

1.韓語 2.會話 3.旅遊  803.288  

NEW TOPIK II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

新韓檢「單字」+「文法」 / 丁昶勳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

集團-不求人文化, 11012 .-- 49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92-6-2 (平裝) 

NT$499  

1.韓語 2.詞彙 3.語法 4.能力測驗  

803.289  

*河洛語哲詩文學 : 台語經典哲理詩

句篇 / 洪國良著 .-- 高雄市 : 洪國良, 

11010 .-- 21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388-6 (平裝) NT$350  

1.臺語 2.讀本  803.38  

咱來講台語 / 親親文化編輯部編著 .-

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53-37-

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986-5553-38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 

1.臺語 2.讀本  803.38  

越語進階語法 B1-B2 = NGỮ PHÁP 

TIẾNG VIỆT NÂNG CAO B1-B2 / 阮

氏美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鴻儒

堂出版社, 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6230-68-4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越南語 2.語法  803.796  

Alang myan Iyu 的母語 : 宜蘭克里奧

爾語舉隅 / 曹天瑞 Mbing.Hayung 作 .-

- 初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宜蘭縣原住

民文教促進會, 11011 .-- 74 面; 25 公

分 .-- 110 年度宜蘭縣原住民族部落

大學傳統文化教材 .-- ISBN 978-986-

97011-8-1 (平裝) NT$45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泰雅語  

803.991  

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測驗對

策 : 阿美語初級中級中高級綜合模

擬試題全集 / 張月瑛 Eyko Angay 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Eyko Angay(張

月瑛), 11010 .-- 3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54-8 ( 平 裝 ) 

NT$75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阿美語 3.讀

本  803.9978  

初學者開口說法語 / 王圓圓, DT 企劃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710-836-4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法語 2.讀本  804.5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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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-6 歲親子互動萬用英文會話 / 高仙

永, 金聖姬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

際學村出版社, 11012 .-- 29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90-4 (平裝) 

NT$399  

1.英語 2.學習方法 3.親子  805.1  

完全顛覆的英文學習法 / 蔡嘉琳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08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493-9-2 (平裝)  

1.英語 2.學習方法  805.1  

增加你的英文力.提高你的教學力 : 

英語授課例句指南 / 孫于智作 .-- 初

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

版社, 11011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(教

育通識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470-

18-0 (平裝) NT$350  

1.英語教學  805.103  

PVQC ELW 生活與職場專業英文詞

彙全收錄 / 戴建耘, 戴長熙, e 檢研究

團隊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1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51-8 (平

裝)  

1.英語 2.職場 3.詞彙  805.12  

前進滿分 6,000 大考單字全面記 / 林

葦, 林雅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前

進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8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82-9-7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379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特 殊教育專 業英文 字彙  = English 

vocabulary for special education 

professionals / 白亦方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高等教育系列) .-

- ISBN 978-957-511-628-6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5 天學會 KK 音標.自然發音 / 施孝昌
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11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英語通 ; 11) .-- 

ISBN 978-986-5544-58-4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320  

1.英語 2.音標 3.發音  805.141  

一步步跟著學!自然懂的英文文法 : 

學新的同時複習舊的!只要會中文就

能學會英文的 59 堂漸進式英文文法

精華課 / 邱律蒼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國際學村出版社, 11012 .-- 352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91-1 (平裝) 

NT$349  

1.英語 2.語法  805.16  

文法結構全面掌握,英語學習超高效 

/ 鍾君豪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含章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

- (易人外語 ; E0052) .-- ISBN 978-626-

95074-2-9 (平裝) NT$380  

1.英語 2.語法  805.16  

英文九大詞類的審判 : 看故事輕鬆

打好英文文法基礎,分析英文語法好

easy / M. L. 內斯比特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好人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(i 生活 ; 22) .-- ISBN 978-986-06905-

9-0 (平裝) NT$300  

1.英語 2.語法  805.16  

英語自學策略 : 易混淆英語 600 組 / 

Tong Weng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

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03-1-3 (平裝) NT$399  

1.英語 2.語法 3.句法  805.16  

黃玟君的觀念英文閱讀. 1, 從看懂句

子開始 / 黃玟君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91-

6 (平裝)  

1.英語 2.句法  805.169  

高階英文寫作課  : 精雕句法、段

落,GRE 寫作大師帶你完成論文攻上

英文寫作巔峰 / 崔貞淑著 ; 謝宜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(EZ talk) .-- ISBN 978-986-0795-

82-0 (平裝) NT$380  

1.英語 2.寫作法  805.17  

365 天,用日曆學英文 : 每天都用心智

圖輕鬆背英文單字 / 懶鬼子英日語

編輯群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84 面; 1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175-3 (平裝) 

NT$299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好吃 x 好喝 x 好溝通 圖解美食英語 

= Food for thought : dining in English / 

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

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

614-1 (平裝) NT$4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攻破四技二專統測英文非選擇題  / 

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

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8

面; 26 公分 .-- (常春藤升科大四技二

專系列 ; I05) .-- ISBN 978-626-95230-

8-5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素養秘笈 : 打造基礎英文閱讀力 / 安

希亞作 .-- 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0-2-8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這樣訓練英語聽力,老外說話你完全

聽得懂 / 朴光熙主編 .-- 三版 .-- 新北

市 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1-02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43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基礎聽力全面掌握,英語學習超高效 

/ 許豪, 許瑾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

含章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易人外語 ; E0053) .-- ISBN 978-

626-95074-3-6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

話. 第四冊 / 陳文隆, 蘇芳基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80 面; 28 公分 .-- 技術

型 高 中 餐 旅 群  .-- ISBN 978-986-

06393-4-6 (平裝)  

1.英語 2.餐旅業 3.會話  805.188  

英文精準表現 / Ku Seul 著 ; 許竹瑩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語研學院出版

社, 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644-7-0 (平裝) NT$42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
馬上說,生活英文迷你短句 / 雅典英

研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

公分 .-- (全民學英文 ; 62) .-- ISBN 

978-626-95008-5-7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
這樣練習說英語,你的英語自然流暢 

/ 朴光熙主編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

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

01-4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8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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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ELTS 雅思必考片語 / 李思純, Steve 

King 合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

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雅思系

列 ; 1) .-- ISBN 978-986-5544-57-7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379  
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慣用語  

805.189  

雅思寫作聖經  : 大作文  / Amanda 

Chou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倍斯特出
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3

公分 .-- (考用英語系列 ; 34) .-- ISBN 

978-986-06095-7-8 (平裝) NT$460  
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作文  

805.189  

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/ Barbara Kuo

編著 .-- 修訂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335-2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92  

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: 中級寫作測

驗  = Access to GEPT : writing 

test(intermediate) / 鄭翔嬬編著 .-- 再

版 .-- 臺中市 :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88 面; 26 公分 .-- (堂奧

書 碼  ; TA0106) .-- ISBN 978-986-

06726-5-7 (平裝)  

1.英語 2.作文  805.1892  

新 制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閱 讀 測 驗  = 

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: 

elementary reading / 郭慧敏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5-967-4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92  

新 制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聽 力 測 驗  = 

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: 

elementary listening / 郭慧敏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5-968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92  

TOEIC L&R 多益圖解攻略筆記(新制

題型) / 富岡惠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1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92-

3 (平裝) NT$360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TOEIC 滿分英文怪物講師解析!資優

英文文法王一本制霸 / 關正生作 ; 陳

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68-0 (平裝)  

1.多益測驗 2.語法  805.1895  

戰勝新制多益高分演練 : 聽力閱讀

模擬試題 1200 題+中譯解析(寂天雲

隨身聽 APP 版) / Kim,Lang, Park,JaEun, 

NEXUS TOEIC Research Institute 著 ; 

關亭薇, 蔡裴驊, 蘇裕承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5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0-083-4 (16K 平裝)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文學 

山川為證 : 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

舉隅 = What the landscape tells us : on-

site studies of classical East Asian 

literature / 簡錦松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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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704 面; 23

公分 .-- (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; 

6) .-- ISBN 978-986-350-509-9 (平裝) 

NT$900  

1.古典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東亞  

810.131  

相信自然 / 李青松著 .-- 1 版 .-- 新北

市  : 黃 山 國 際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30 面; 23 公分 .-- (Classic 文

庫 ; 18) .-- ISBN 978-986-397-131-3 (平

裝) NT$500  

1.生態文學  810.1637  

角色人物內心戲攻略 : 9 型人格,人物

建構好幫手;8 種角色人物,帶動故事

衝突!讓角色詮釋能力大提升 / 山迪.

法蘭克(Sandy Frank)著 ; 李志堅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

208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980-9-1 (平裝) NT$380  

1.劇本 2.寫作法  812.31  

兒童文學讀寫導論 / 劉瑩, 楊淑華, 林

素珍, 劉君[], 許建崑合著 ; 劉瑩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洪葉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416-7-7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1.兒童文學 2.文學評論  815.92  

365 床邊故事. 冬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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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96 面; 24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96-8 (精裝) NT$280  

 815.96  

365 床邊故事. 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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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96 面; 24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95-1 (精裝) NT$280  

 815.96  

365 床邊故事. 夏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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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96 面; 24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3-

94-4 (精裝) NT$280  

 815.96  

用故事填滿一整年 : 52 個孩子必讀

的世界民俗經典 / 安潔拉.麥克艾里

斯特(Angela McAllister)作 ; 克里斯多

夫.庫爾(Christopher Corr)繪 ; 穆允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 28 公

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98) .-- ISBN 978-

986-507-594-1 (精裝) NT$550  

 815.96  

中國文學 

臺灣古典旅遊文學與文獻 = Taiwan 

classic tourism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/ 

楊正寬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8 面; 

23 公分 .-- (揚智叢刊) .-- ISBN 978-

986-298-385-0 (平裝) NT$500  

1.中國文學 2.臺灣文學 3.旅遊文學 

4.文獻學  820  

尚文齋纂言續編 : 曹尚斌的漢學天

地與人生風景 / 曹尚斌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510 面; 23 公分 .-- (著作集叢

書  ; 1600004) .-- ISBN 978-986-478-

540-7 (平裝)  

1.曹尚斌 2.中國文學 3.學術思想  

820.7  

異變 : 中國古代異變思想與異變文

學 / 黃景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011 .-- 737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77-0 (平

裝) NT$800  

1.中國文學 2.文學評論  820.7  

玄異筆記 : 六朝文學選讀本 / 陳義芝, 

陳怡蓁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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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趨勢教育基金會, 11010 .-- 1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1-0-5 (平

裝) NT$200  

1.六朝文學 2.文學鑑賞 3.魏晉南北

朝  820.903  

唐代才女詩詞小傳 / 張覓著 .-- 1 版 .-

- 新 北 市  : 華 夏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196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2-0 

(平裝) NT$400  

1.女性 2.唐詩 3.詩評  820.9104  

最愛是詞.精選 / 張麗珠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3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94-4 (平裝) NT$360  

1.詞  823  

詞學菁華 / 張麗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3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95-1 (平裝) NT$380  

1.詞論  823.8  

清質澄輝 : 林文月學術與藝術散論 / 

黃如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0 面; 

23 公分 .-- (文學研究叢書. 文學理論

叢刊 ; 801005) .-- ISBN 978-986-478-

542-1 (平裝) NT$200  

1.林文月 2.學術思想 3.散文 4.文學

評論  825  

中國文學總集 

有了詩就不一樣 : 來讀詩經吧! / 黃

秋芳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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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7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84-96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詩經 2.通俗作品  831.1  

唐宋日記文選釋  / 黃啓方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10 .-- 

315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家文史叢書 ; 

162) .-- ISBN 978-957-36-1596-5 (平裝) 

NT$600  

 835  

寫給年輕人的國文課 : 國學經典裡

的處世智慧 / 張一南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416 面; 21 公分 .-- (drill ; 11) .-- ISBN 

978-626-95349-3-7 (平裝) NT$360  

1.國文科 2.讀本  836  

中國文學別集 

臺靜農先生.百廿誕辰紀念專輯 / 臺

靜農等作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

中國文學系, 11010 .-- 272 面; 3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2-62-9 (精裝) 

NT$2500  

 848.6  

澳洲牧羊記 : 沈志敏小說散文選 / 沈

志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16 面; 

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C0000)(秀

文學 ; 4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98-4 (平裝) NT$480  

 848.7  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
各體文學 

世界華文文學新學科論文選 / 古遠

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00 面; 26 公

分 .-- (文學研究叢書. 華文文學叢刊 ; 

811003) .-- ISBN 978-986-478-545-2 (平

裝) NT$600  

1.海外華文文學 2.文集  850.907  

四十詩綜. 下函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1 .-- 238 面; 21

公分 .-- (徐訏文集. 新詩卷 ; 3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57-7 (平

裝) NT$300  

 851.487  

四十詩綜. 上函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1 .-- 498 面; 21

公分 .-- (徐訏文集. 新詩卷 ; 1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56-0 (平

裝) NT$600  

 851.487  

四十詩綜. 中函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474 面; 21

公分 .-- (徐訏文集. 新詩卷 ; 2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59-1 (平

裝) NT$570  

 851.487  

無題的問句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

- (徐訏文集. 新詩卷 ; 5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61-4 ( 平 裝 ) 

NT$220  

 851.487  

輪迴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
出版, 11012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(徐

訏文集. 新詩卷 ; 4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60-7 ( 平 裝 ) 

NT$570  

 851.487  

一茶一飯間 : 喝茶 / 陶文瑜著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199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8-2 

(平裝) NT$440  

 855  

一茶一飯間 : 喫飯 / 陶文瑜著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200) .-- ISBN 978-986-0799-69-9 

(平裝) NT$480  

 855  

我們的假期 / ourvaca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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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81-5 (平

裝)  

 855  

郡歌长续 / 唐翊缘主编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10 .-- 300 面; 

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郡歌長續 .-- 

ISBN 978-986-06898-6-0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 855  

寄小讀者 / 冰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1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3-4-1 (平

裝)  

 855  

鄉愁.太平記憶 / 項麗敏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12 .-- 260 面; 

21 公分 .-- (鄉愁徽州系列 ; 7) .-- ISBN 

978-957-36-1594-1 (平裝) NT$400  

 855  

鄉愁.休寧記憶 / 黃永強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10 .-- 244 面; 

21 公分 .-- (鄉愁徽州系列 ; 2) .-- ISBN 

978-957-36-1589-7 (平裝) NT$400  

 855  

鄉愁.祁門記憶 / 鄭建新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10 .-- 244 面; 

21 公分 .-- (鄉愁徽州系列 ; 4) .-- ISBN 

978-957-36-1591-0 (平裝) NT$4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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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55  

鄉愁.旌德記憶 / 周豔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12 .-- 244 面; 

21 公分 .-- (鄉愁徽州系列 ; 8) .-- ISBN 

978-957-36-1595-8 (平裝) NT$400  

 855  

鄉愁.婺源記憶 / 許含章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12 .-- 228 面; 

21 公分 .-- (鄉愁徽州系列 ; 6) .-- ISBN 

978-957-36-1593-4 (平裝) NT$400  

 855  

鄉愁.歙縣記憶 / 張大文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10 .-- 244 面; 

21 公分 .-- (鄉愁徽州系列 ; 1) .-- ISBN 

978-957-36-1588-0 (平裝) NT$400  

 855  

鄉愁.績溪記憶 / 程慕斌, 邵之惠, 章

灶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

社, 11012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- (鄉愁

徽州系列  ; 5) .-- ISBN 978-957-36-

1592-7 (平裝) NT$400  

 855  

鄉愁.黟縣記憶 / 余治淮, 劉菁蘭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10 .-

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(鄉愁徽州系列 ; 

3) .-- ISBN 978-957-36-1590-3 (平裝) 

NT$400  

 855  

三國演義 / 羅貫中編著 .-- 新北市 : 啟

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(經典名著 ; 10-) .-- ISBN 

978-986-06648-5-0 ( 中 冊 : 平 裝 ) 

NT$380  

 857.4523  

水滸全傳 / 施耐庵, 羅貫中作 .-- 臺北

市 :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冊 .-- (文化中國 ; CC069-CC071) .-- 

ISBN 978-986-388-149-0 (上卷:平裝) 

NT$700 .-- ISBN 978-986-388-150-6 (中

卷 :平裝 ) NT$700 .-- ISBN 978-986-

388-151-3 (下卷:平裝) NT$700  

 857.46  

西遊記 / 吳承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

(文化中國 ; CC067-CC068) .-- ISBN 

978-986-388-147-6 ( 上 卷 : 平 裝 ) 

NT$800 .-- ISBN 978-986-388-148-3 (下

卷:平裝) NT$780  

 857.47  

紅樓夢醒 : 茶與器.假作真.有還實 / 

池宗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家

出版社, 11011 .-- 336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2-281-4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紅學 2.研究考訂 3.茶葉 4.茶具  

857.49  

偵探冰室.疫 / 陳浩基, 譚劍, 文善, 莫

理斯, 黑貓 C, 望日, 冒業著 .-- 初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蓋 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68 面; 20 公分 .-- (故事集 ; 

24) .-- ISBN 978-986-319-601-3 (平裝) 

NT$390  

 857.61  

紅骨髓 / 王祥夫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16-922-0 (平裝) NT$350  

 857.63  

愛情嗎啡.尋回 2.5 秒的心動 / 朱維達

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011 .-- 18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30-4-

8 (平裝) NT$300  

 857.63  

一個人的宇宙 / Hastoya 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12 .-- 24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5-01-3 (平

裝) NT$320  

 857.7  

三生三世步生蓮. 貳, 神祈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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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☆小

說 ; 12) .-- ISBN 978-626-95338-0-0 (平

裝)  

 857.7  

三食而立 / 福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

( 藍 海 系 列  ; E112701-E112705)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45-3 (卷 1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46-0 (卷
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47-7 (卷 3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

986-527-348-4 (卷 4:平裝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49-1 (卷 5:平裝) 

NT$270  

 857.7  

小富婆養成記 / 明月祭酒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1012-1013) .-

- ISBN 978-986-509-270-2 (上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71-9 (下

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天官賜福. 第二部 / 墨香銅臭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

冊 .-- (PS ; 248-249) .-- ISBN 978-986-

494-374-6 (第 5 冊:平裝) NT$380 .-- 

ISBN 978-986-494-375-3 (第 6 冊:平裝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494-376-0 (全

套:平裝) NT$760  

 857.7  

*不當反派當賢夫 / 舒遙著 .-- 初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藍 海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

列  ; E1122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39-2 (平裝) NT$330  

 857.7  

世子的半枝桃花  / 水初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3001-

E1130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354-5 

(上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55-2 (下冊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他正在崩壞 / 一個精神病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

度書系 ; B0070) .-- ISBN 978-986-505-

223-2 (平裝) NT$240  

 857.7  

平淡如水 / 刺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威向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架空之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- 

ISBN 978-986-505-224-9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 857.7  

且試天下 / 傾泠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
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06-275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06-276-7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77-4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78-1 (第 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79-8 

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年年 / 封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威

向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 .-- ( 架 空 之 都 )( 米 國 度 書 系  ; 

B0067) .-- ISBN 978-986-505-216-4 (平

裝) NT$250  

 857.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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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违章 = Legal violation / 罗再说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沒譜文化出版

社, 11010 .-- 冊 .-- 正體題名:合法違

章 .-- ISBN 978-986-5550-49-3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-50-9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50-51-6 

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合法違章 = Legal violation / 羅再說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沒譜文化出版

社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50-

46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550-47-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550-48-6 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每天都夢到死對頭在撩我 / 墨西柯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95289-4-3 (上冊 :平裝 ) .-- ISBN 

978-626-95289-5-0 ( 下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626-95289-6-7 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你好,鸚鵡夫君 / 酒小七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
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80-4 (平

裝)  

 857.7  

沒 有 名 字 的 人 . 4 : 末 日 審 判  /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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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77-8 (平裝)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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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2 .-- 冊  .-- ISBN 978-986-

06814-9-9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95289-0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95289-7-4 (第 4 冊:平裝附錄

限定版)  

 857.7  

非人類公所值勤日誌 / 醉飲長歌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
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

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4-46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孤女當自強 / 盧小酒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冊 .-- (文創風 ; 1010-1011) .-- ISBN 

978-986-509-268-9 ( 上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69-6 (下

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怪奇博物館. 202, 見鬼直播 / 夜不語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怪奇博物館) .-- ISBN 978-957-

741-478-6 (平裝) NT$180  

 857.7  

明將軍傳奇之外傳 / 時未寒著 .-- 臺

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22-2 (平裝) NT$299  

 857.7  

前妻貴婦命 / 林上清寒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2901-E12903)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51-4 (卷 1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52-1 (卷
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53-8 (卷 3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*後宮不爭寵 / 雁陽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2501-E112504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341-5 (卷 1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42-2 (卷
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43-9 (卷 3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

986-527-344-6 (卷 4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背靠先生求庇佑 / 水夕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13201-

E1132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357-6 

(卷 1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58-3 (卷 2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

978-986-527-359-0 ( 卷 3: 平 裝 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360-6 (卷

4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斬尾 / 明日復明日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(架

空之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- ISBN 978-

986-505-226-3 (全套:平裝) NT$760  

 857.7  

賀少的閃婚暖妻 / 秦頁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385-

5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86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.-

- ISBN 978-626-311-387-9 (第 3 冊:平

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富家嬌兒 / 簡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冊 .-- 

( 藍 海 系 列  ; E113301-E113303)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61-3 (卷 1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62-0 (卷
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63-7 (卷 3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殿下讓我還他清譽 / 三千大夢敘平

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呦文創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(i 小說 ; 37-) .-

- ISBN 978-986-06917-0-2 (第 1 冊:平

裝) NT$360 .-- ISBN 978-986-06917-1-

9 (第 2 冊:平裝) NT$360  

 857.7  

楚囚 / 林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威

向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(架空之

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- ISBN 978-986-

505-225-6 (全套:平裝) NT$760  

 857.7  

傻白甜妻硬起來  / 蘇沐梵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1008-1009) .-

- ISBN 978-986-509-266-5 (上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67-2 (下

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煙街 / 沐羽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
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4-070-7 (平裝) NT$320  

 857.7  

萬獸之國 / 黛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
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

灣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774-44-3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86-0774-45-0 (下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禍國 : 歸程 / 十四闕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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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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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

版發行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70-9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71-6 (下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寧富天下 / 鶴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

(文創風 ; 1005-1007)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63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64-1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65-8 (第

3 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賭家 : 永生的新娘 / 琥珀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花園系

列 ; G3402) .-- ISBN 978-986-06072-7-

7 (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澹春山 / 意千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

冊 .-- (小說 house 系列 ; 507-514) .-- 

ISBN 978-986-467-311-7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12-4 (第

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467-313-1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86-467-314-8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15-5 (第

5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467-316-2 (第 6 冊:平裝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86-467-317-9 (第 7 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18-6 (第

8 冊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鏡.雙城 / 滄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

冊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DX) .-

- ISBN 978-626-321-038-7 ( 上 冊 : 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039-4 (下冊:

平裝)  

 857.7  

*藥娘手握千金方 / 賜寶著 .-- 初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藍 海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2301-

E112305) .-- ISBN 978-986-527-334-7 
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35-4 (卷 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

978-986-527-336-1 ( 卷 3: 平 裝 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37-8 (卷

4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38-5 (卷 5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朝天一棍 / 溫瑞安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冊 .-- (說英雄. 誰是英雄系

列) .-- ISBN 978-626-7025-23-9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

24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

978-626-7025-25-3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26-0 (第

4 冊:平裝) NT$290  

 857.9  

傷心小箭 / 溫瑞安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冊 .-- (說英雄. 誰是英雄系

列) .-- ISBN 978-626-7025-17-8 (上冊:

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

18-5 (中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19-2 (下冊:平裝) NT$290  

 857.9  

兒童文學 

口袋神探. 6, 深山古墓迷踪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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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

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口袋神探 ; 5)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521-7 (平

裝) NT$300  

 859.6  

神探包青天. 3, 變臉的綁架 / 凌偉駿

文 ; 余遠鍠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

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

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

521-520-0 (平裝) NT$250  

 859.6  

東方文學 

地獄變 : 人性慾孽的終極書寫,芥川

龍之介經典小說集 / 芥川龍之介著 ; 

銀色快手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
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2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82-7 (平裝) NT$380  

 861.478  

(好消息)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

夠可愛。 / 氷高悠作 ; 邱鍾仁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2 .-- 296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58-5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(影)AMRITA / 野崎まど作 ; 黛西譯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61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55 歲開始的 Hello Life / 村上龍著 ; 張

智淵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

- (日文系 ; 58) .-- ISBN 978-986-179-

704-5 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7  

LEVEL 7 / 宮部美幸著 ; 劉子倩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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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48 面; 21 公

分 .-- (宮部美幸作品集 ; 5) .-- ISBN 

978-626-7073-08-7 (平裝) NT$520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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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22-120-8 (第 25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2-121-5 

(第 25 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ST 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: 青色調查檔

案 / 今野敏著 ; 劉姿君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96 面; 15 公分 .-- (娛樂系 ; 38) .-- 

ISBN 978-986-97633-9-4 (平裝)  

 861.57  

ST 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: 紅色調查檔

案 / 今野敏著 ; 劉姿君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88 面; 15 公分 .-- (娛樂系 ; 39) .-- 

ISBN 978-986-96051-9-9 (平裝)  

 861.57  

ST 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: 黃色調查檔

案 / 今野敏著 ; 劉姿君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56 面; 15 公分 .-- (娛樂系 ; 40) .-- 

ISBN 978-626-95272-0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ST 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: 黑色調查檔

案 / 今野敏著 ; 劉姿君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40 面; 15 公分 .-- (娛樂系 ; 42) .-- 

ISBN 978-626-95272-2-9 (平裝)  

 861.5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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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 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: 綠色調查檔

案 / 今野敏著 ; 劉姿君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56 面; 15 公分 .-- (娛樂系 ; 41) .-- 

ISBN 978-626-95272-1-2 (平裝)  

 861.57  

「憑妳也想討伐魔王?」被勇者小隊

逐出隊伍,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 / kiki

作 ; 陳柏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56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22-

2 (第 3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

件 ,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!? / 

櫻木櫻作 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

057-8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小黃女運將 / 小野寺史宜著 ; 黃薇嬪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

- ( 文 學 森 林 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34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大賢者的愛徒 : 防禦魔法推廣記 / ナ

カノムラアヤスケ作 ; 許國煌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96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24-6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/ 八ツ橋皓

作 ; 黃品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22-118-5 (第 5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2-119-2 (第 5

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北一喜多捕物帖 / 宮部美幸著 ; 高詹

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6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宮部美幸作品集 ; 76) .-- 

ISBN 978-626-7073-05-6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 861.57  

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

族 / 月夜涙作 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6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047-9 (第 6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名偵探柯南 : 紺青之拳 / 青山剛昌原

作 ; 水稀しま作 ; 倚風沐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學習系

列) .-- ISBN 978-626-322-123-9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再會貝多芬 / 中山七里著 ; 王華懋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58-3 (平

裝) NT$450  

 861.57  

肉體學校 / 三島由紀夫作 ; 吳季倫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1-75-9 (平裝) NT$380  

 861.57  

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!. 15, 黑貓 if. 

上 / 伏見つかさ作 ; 周庭旭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2 .-- 344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40-0 (平裝)  

 861.57  

我的幸福婚約 / 顎木あくみ作 ; 許婷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 .-- (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) .-- 

ISBN 978-626-321-060-8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谷崎潤一郎 : 文豪與他們開創的日

本文學百年盛世. 2 / 楊照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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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(Great! ; 7204) .-- ISBN 978-626-310-

135-7 (平裝) NT$300  

1.谷崎潤一郎 2.傳記 3.日本文學 4.

文學評論  861.57  

我想成為影之強者! / 逢沢大介作 ; 

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76 面; 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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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SBN 978-626-321-046-2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花開小路三丁目的騎士 / 小路幸也

著 ; 吳季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57-6 (平裝) NT$420  

 861.57  

怕痛的我,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/ 夕

蜜柑作 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4

面 ; 19 公 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044-8 (第

11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前男友的遺書 / 新川帆立作 ; 詹慕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48 面; 21 公

分 .-- (春日文庫 ; 100) .-- ISBN 978-

957-741-473-1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
重裝武器. 15, 最為明智的思考放棄 #

不可預測的結局 / 鎌池和馬作 ; 可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72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41-7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夏目漱石 : 文豪與他們開創的日本

文學百年盛世. 1 / 楊照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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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(Great! ; 7203) .-- ISBN 978-626-310-

134-0 (平裝) NT$300  

1.夏目漱石 2.傳記 3.日本文學 4.文

學評論  861.57  

埋伏 / 松本清張著 ; 賈英華譯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新雨出版社, 11011 .-- 

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7-

301-2 (平裝)  

 861.57  

烏鴉不宜穿單衣 / 阿部智里著 ; 王蘊

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19 公

分 .-- (八咫烏系列 ; 卷一) .-- ISBN 

978-986-510-183-1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
烏鴉不擇主 / 阿部智里著 ; 王蘊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19 公分 .-

- (八咫屋系列 ; 卷二) .-- ISBN 978-

986-510-184-8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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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. 4, 赤紅惡夢 / 

佐藤真登作 ; 譚志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33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16-1 (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17-8 (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,或是開創世

界的聖戰 / 細音啟作 ; 蔚山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012 .-- 292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45-5 (第 10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異修羅 . 2, 殺界微塵暴  / 珪素作 ; 

Shaunte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4 面; 

19 公 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052-3 (平

裝)  

 861.57  

異修羅 . 3, 絕息無聲禍  / 珪素作 ; 

Shaunte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36 面; 

19 公 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053-0 (平

裝)  

 861.57  

這場戀愛是全世界最美的雨 / 宇山

佳佑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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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101) .-

- ISBN 978-957-741-476-2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 861.57  

*黑死館殺人事件 : 本格推理炫技經

典.四大奇書始祖 / 小栗虫太郎著 ; 詹

慕如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

分 .-- (人間模樣 ; 29) .-- ISBN 978-986-

384-613-0 (精裝)  

 861.57  

堤亞穆帝國物語 : 從斷頭台開始,公

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/ 餅月望作 ; 張

凱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15-4 (第 5

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最後的藍 / 入間人間作 ; 羅尉揚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2 .-- 260 面; 19 公分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56-1 (平裝)  

 861.57  

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/ 橘由華作 ; 李靜

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4 面; 19 公

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

ISBN 978-626-321-043-1 (第 7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/ 逆井卓馬作 ; 一

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96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55-4 (第 3 冊:

平裝)  

 861.57  

營繕師異譚 / 小野不由美著 ; 張筱森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82 面; 

21 公分 .-- (恠 ; 18)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01-8 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7  

營繕師異譚. 貳 / 小野不由美著 ; 王

華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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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82 面; 

21 公分 .-- (恠 ; 24)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02-5 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7  

轉生成蜘蛛又怎樣! / 馬場翁作 ; 廖

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6 面; 19 公

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

ISBN 978-626-321-042-4 (第 14 冊:平

裝)  

 861.57  

魔法★探險家 : 轉生為成人遊戲萬

年男二又怎樣,我要活用遊戲知識自

由生活 / 入栖作 ; 陳士晉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64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
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

048-6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/ 浜千鳥

作 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

19 公 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054-7 (第

3 冊:平裝)  

 861.59  

大小姐小學生. 1, 香娜兒的初體驗 / 

川之上英子, 川之上健文.圖 ; 詹慕如
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1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50-31-6 

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96  

大小姐小學生. 2, 香娜兒的大挑戰 / 

川之上英子, 川之上健文.圖 ; 詹慕如
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1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50-32-3 

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96  

山貓醫生的冒險暑假 / 末崎茂樹作.

繪 ; 球球館編輯群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 :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 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442-178-7 (精裝) 

NT$250  

 861.596  

山貓醫生的雪橇快快跑 / 末崎茂樹

作.繪 ; 球球館編輯群譯 .-- 初版 .-- 桃

園市 :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8 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442-176-3 (精裝) 

NT$250  

 861.596  

山貓醫生的團圓賞月 / 末崎茂樹作.

繪 ; 球球館編輯群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 :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 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442-177-0 (精裝) 

NT$250  

 861.596  

天地方程式. 3, 封印黃泉神 / 富安陽

子文 ; 王蘊潔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

面; 21 公分 .-- (少年天下系列 ; 74) .-- 

ISBN 978-626-305-105-8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 861.596  

神奇貓町事件簿. 1, 貓群守護神生氣

了! / 廣嶋玲子文 ; 森野樵圖 ; 韓宛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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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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(動小說) .-

- ISBN 978-626-7050-17-0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61.596  

熱血!水男孩. 2, 泳者無畏!游向無邊

際的海域 / 山村獎著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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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(動小說)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40-8 (平裝) NT$350  

 861.596  

機關偵探團. 2, 解開懷錶暗號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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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童心園 ; 191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606-1 (平裝) NT$300  

 861.596  

好忙好忙的山貓醫生 / 末崎茂樹作.

繪 ; 球球館編輯群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 :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 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442-175-6 (精裝) 

NT$250  

 861.599  

好想變帥的兔老大 / Q-rais 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40 面; 26 公

分 .-- (小麥田繪本館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7000-27-4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我是章魚燒 / 長谷川義史文.圖 ; 林真

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40-411-7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奈奈是大野狼 / 種村有希子文.圖 ; 周

佩穎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

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

22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274-567-0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啊!睡覺的時候最幸福 : 樹獺睏睏的

尋夢之旅 / 井上尚登文.圖 ; 蔡佳惠
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4 面; 19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43-

43-1 (精裝) NT$300  

 861.599  

棉被山隧道 / 那須正幹文 ; 長野英子

圖 ; 米雅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

面; 22x20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時間 ; 

PT82R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43-52-3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9  

壽司大相撲 : 鮭魚力士 / アンマサコ

作 ; 王蘊潔譯 .-- [臺中市] : 晨星出版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 面; 24 公分 .-- 

(小書迷  ; 33) .-- ISBN 978-626-320-

024-1 (精裝) NT$270  

 861.599  

蔬菜六勇士 / 鶴田陽子文.圖 ; 蘇懿禎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40 面; 19X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95-4-9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9  

歡迎光臨小兔子咖啡館 / 松尾里佳

子文.圖 ; 蘇懿禎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40 面; 20X22 公

分 .-- (精選圖畫書)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37-8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9  

現在,依然想念妳 / 川本三郎著 ; 賴明

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

傳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 面; 19 公

分 .-- (文學森林 ; LF0150) .-- ISBN 

978-626-7061-01-5 (平裝) NT$300  

 861.6  

你的 4 分 33 秒 / 李書修作 ; 謝麗玲

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人出版社, 

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951-8-0 (平裝) NT$350  

 862.57  

殺死彼得兔 / 李讚英著 ; 黃莞婷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

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101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MS ; 35) .-- ISBN 

978-986-506-282-8 (平裝)  

 862.57  

天才麵包理髮師. 2, 夢幻小鎮 = Bread 

barbershop / Monster Studio 文.圖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58-696-5 (精裝) NT$320  

 862.59  

小醫師復仇者聯盟. 1 : 傳染病,緊急

封鎖急診室! / 高嬉貞作 ; 趙勝衍繪 ; 

林佩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41-7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2.596  

汪喵偵探 : 博物館失竊事件 / 李承敏

文 ; 河民石圖 ; 王采圓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243-800-8 (平裝)  

 862.596  

記住我永遠站在你這邊 / 金京愛文 ; 

李美靜圖 ; 魏嘉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70-52-1 (精裝)  

 862.599  

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. 10, 馬德里 / 

宋道樹文 ; 徐正銀圖 ; 牟仁慧譯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(CookieRun

聰明闖關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677-4 (平裝) NT$300  

 862.599  

貓咪消防員阿秋 / 金有真文.圖 ; 簡郁

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12 .-- 44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1-02-

3 (精裝)  

 862.599  

我看動畫又如何? : 那些動畫教會我

的事 / 曹軒周著 ; 馮燕珠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10-833-3 (平裝) NT$380  

 862.6  

紅 線 . 特 別 篇  = The red thread / 

LazySheep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
心出版, 1101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

(MM ; MM049) .-- ISBN 978-986-494-

361-6 (平裝) NT$350  

 868.257  

臺灣文學 

臺灣文學期刊史  / 古遠清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(文

學研究叢書 . 古遠清臺灣文學新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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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; 0810YA7) .-- ISBN 978-986-478-

546-9 (精裝) NT$500  

1.臺灣文學 2.期刊 3.歷史  863.05  

文青養成指南 : 臺灣文學史基本教

材 =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/ 國立臺灣

文學館主編 .-- 二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

臺灣文學館, 11012 .-- 28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41-4 (平裝) 

NT$250  

1.臺灣文學史  863.09  

台灣新文學史(十週年增訂紀念版) / 

陳芳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
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08-6055-9 (上冊:平裝) .-

- ISBN 978-957-08-6056-6 ( 下 冊 : 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08-6057-3 (全套:

平裝)  

1.臺灣文學史 2.文學評論  863.09  

微型臺灣文學史  / 古遠清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88 面; 23 公分 .-- (文學

研究叢書. 古遠清臺灣文學新五書 ; 

810YA6) .-- ISBN 978-986-478-544-5 

(精裝) NT$300  

1.臺灣文學史 2.文集  863.09  

閱讀 ,人生最雋永的樂趣  / 邱阿塗

作 .-- 宜蘭縣冬山鄉 : 宜蘭縣文藝作

家協會, 11010 .-- 26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5003-7-1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臺灣文學 2.文學評論  863.2  

五行裡的世界史 : 白靈新詩演義 / 余

境熹著 ; 顧嘉鏗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經典, 11012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

- (語言文學類 ; PG2677)(台灣詩學論

叢 ; 2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99386-8-6 (平裝) NT$250  

1.新詩 2.詩評  863.21  

海洋.歷史與生命凝視 / 陳鴻逸作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經典, 11012 .-- 

16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

PG2664)(臺灣詩學論叢 ; 21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99386-9-3 (平裝) 

NT$220  

1.臺灣詩 2.新詩 3.詩評  863.21  

吳濁流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二 0 二一

年 / 李安妤總編輯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

新竹縣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39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96-0 (精

裝) NT$300  

 863.3  

後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. 2021 / 國

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

東市 :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, 11011 .-

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47-6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3  

島敘法 : 2021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

獎作品集 / 田家綾, 呂穎彤, 李勇逹, 

李慧娟, 林婉文, 邱傑, 翁心怡, 張原

通, 張瀚翔, 陳俊翰, 曾元耀, 黃茵, 廖

珮岑, 簡榕萱, 關景作 .-- 桃園市 : 桃

園市立圖書館, 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38-8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3  

雲林文化藝術獎 : 文學獎得獎作品

集, 新詩/散文. 第十七屆 / 陳璧君總

編輯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

11011 .-- 121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50-33-1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3  

華緣綺語 :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

系師生創作集 / 王萬象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1 .-- 286

面; 21 公分 .-- (釀文學 ; 260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55-3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3  

臺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第十一屆 / 

杜信龍等作 ; 王聰威總編輯 .-- 臺南

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540

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臺 南 文 學 叢 書  ; 

L142) .-- ISBN 978-986-5487-55-3 (平

裝) NT$400  

 863.3  

臺 灣 文 學 獎 金 典 獎 特 刊 . 2021 = 

Taiwan Literature Awards / 小野, 平路, 

伊格言, 沈如瑩, 言叔夏, 余欣娟, 李

依倩, 李癸雲, 李屏瑤, 洪愛珠, 連明

偉, 陳雨航, 陳宗暉, 陳榮彬, 徐振輔, 

張小虹, 張國立, 張鐵志, 程廷, 焦桐, 

黃崇凱, 蔣亞妮, 鍾文音, 羅智成, 蘇

碩斌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

文學館, 11011 .-- 15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48-3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 863.3  

文與情 / 琦君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(品味經典) .-- ISBN 

978-957-14-7331-4 (平裝)  

 863.4  

浮生的理由 / 王明凱著 .-- 臺南市 : 王

明凱, 11010 .-- 22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36-4 (平裝)  

 863.4  

Liederzyklus : 江自得詩集 / 江自得
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暉出版社, 

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524-78-1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1  

一人份的島 / 劉梅玉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011 .-- 19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63-7-1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3.51  

北上南下 : 在詩與詩人的四季裏 / 陳

有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木蘭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76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5-3-4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1  

台北,詩 leh 著災 : 陳胤台語詩集 / 陳

胤作 .-- 彰化縣永靖鄉 : 柳河文化工

作室, 11012 .-- 23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9544-3-0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1  

年少 每一朵紅都是詩 = With youth, 

every blossom in red is a poem / 蔡惠苓

作  .-- 初 版  .-- 桃 園 市  : 蔡 惠 苓 , 

11101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76-0 (平裝) NT$390  

 863.51  

交換愛人的肋骨  / 吳俞萱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101 .-

- 148 面; 21 公分 .-- 十週年紀念版 .-- 

ISBN 978-986-06863-6-4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 863.51  

全臺詩 /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 ; 施懿

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

文學館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32-436-0 (第 66 冊:精裝) NT$400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37-7 (第 67 冊:精

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986-532-438-

4 (第 68 冊:精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39-1 ( 第 69 冊 : 精 裝 ) 

NT$400 .-- ISBN 978-986-532-440-7 (第

70 冊:精裝) NT$400  

 863.51  

我就欲來去 / 鄭順聰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11 .-- 144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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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95-9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1  

抱抱 = hug hug / Mur.著 .-- 初版 .-- [新

北市] : 島座放送, 11012 .-- 136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572-7-7 (平裝) 

NT$360  

 863.51  

盲從如粥 / 葉雨南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, 11011 .-- 

224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462-6-9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1  

歪仔歪詩刊. 19 : 疾病與文學專輯 / 

黃有卿主編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羅東

鎮 : 賣田出版, 11010 .-- 23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79-0-9 (平裝) 

NT$250  

 863.51  

流年流水橋自橫 : 一卷不是詩人的

詩 / 卓人著 .-- 增訂再版 .-- 臺北市 : 

文史哲出版社, 11011 .-- 15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文史哲詩叢 ; 154) .-- ISBN 978-

986-314-573-8 (平裝) NT$520  

 863.51  

迷幻.城市 / 徐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198 面; 21 公分 .-- (徐行詩集) .-- ISBN 

978-986-339-120-3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51  

迷宮之鳥 / 陳怡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人

間 ; 336) .-- ISBN 978-957-13-9562-3 

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1  

純粹夏天 / 鴉夏天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16-5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1  

黃仁清教授攝影詩集 / 黃仁清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全國印前資訊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5280-8-5 ( 精 裝 ) 

NT$360  

 863.51  

童年就要掉下來 / 王大豐著 .-- 雲林

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011 .-- 170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30-

0 (精裝) NT$300  

 863.51  

感人的人生故事 : 隨興散文詩 / 陳明

璋著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經營

管理研究院基金會, 11010 .-- 3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49-1-6 (平

裝) NT$500  

 863.51  

感官編織 / 蔡宛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小書房,小寫出版, 11011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63-3-

7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1  

當寂寞在黑夜靠岸 / 紀小樣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

(語言文學類 ; PG2638)(吹鼓吹詩人

叢書 ; 47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93-9 (平裝) NT$220  

 863.51  

瘟神占領的城市 / 白靈作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

文學類 ; PG2670)(台灣詩學同仁詩叢 ; 

8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

996-0 (平裝) NT$220  

 863.51  

默 / 默言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24-0 (平

裝) NT$330  

 863.51  

蕪地芳草 / 李畇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75-1-1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1  

濫情詩 / 莊東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斑馬線出版社, 11011 .-- 11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63-8-8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1  

斷章的另一種可能 : 截句雅和詩選 / 

寧靜海, 漫漁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

PG2663)(截句詩系 ; 45) .-- ISBN 978-

986-326-995-3 (平裝) NT$400  

 863.51  

山嵐之鐘 / 鍾秉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4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19-6 (平裝) NT$420  

 863.55  

小論文及閱讀心得寫作優秀作品集. 

110 年 / 洪資兆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, 11011 .-- 140

面; 30 公分 .-- (圖書館叢書 ; 13) .-- 

ISBN 978-986-5451-39-4 (平裝)  

 863.55  

心曲共鳴 / 君靈鈴, 嘉安, 六色羽合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5-67-0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63.55  

*今夜,酒店是我的歸宿 / 鍾東霖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耿榮水, 11010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45-

6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末日告白指南 / 蘇乙笙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
書 ; 第 4986 種)(有時 ; 17) .-- ISBN 

978-957-33-3815-4 (平裝) NT$340  

 863.55  

生之頌 / 杏林子著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杏林子作品集 ; 

13) .-- ISBN 978-986-450-373-5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5  

再見的練習 / 林小杯文.圖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是路故事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5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47-0-8 (平裝)  

 863.55  

在角落不曾盛開的花  = The flower 

that never bloom in the corner / 汶莎作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5-64-9 (平裝) NT$230  

 863.55  

如何學作小妹妹的大哥哥 / 羅青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

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2

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叢書 ; 668) .-- 

ISBN 978-986-387-499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63.5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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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有勇氣失去你 / 原子邦妮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30 面; 21 公分 .-- (美麗田 ; 

171) .-- ISBN 978-986-179-700-7 (平裝) 

NT$380  

 863.55  

有春的日子 / 劉冠吟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有 鹿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

方法 ; 201) .-- ISBN 978-986-06823-8-0 

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防空洞 ,是心的祕密基地  / 詹詠晴

(Angela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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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6-74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 863.55  

我們的歌 : 五年級點唱機 / 宇文正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(看世界的方法 ; 203) .-- ISBN 978-

626-95316-1-5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5  

坐望明月憶往年  / 簡良助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23-3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5  

走過從前 / 黃添盛著 .-- 雲林縣斗六

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011 .-- 134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31-7 (精裝) 

NT$300  

 863.55  

後庄赤羌仔 / 郭雅蘋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11 .-- 2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釀文學 ; 258)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51-5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5  

苗栗縣文學集. 2021 年 : 資深作家文

集 : 不道歸來散文集 / 江茂丹著 .-- 苗

栗市 : 苗栗縣政府, 11011 .-- 48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0-01-7 (平

裝) NT$200  

 863.55  

時光映象 / 邱上林著 .-- 花蓮市 : 木

倉庫文史工房, 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2-0-8 (平裝) 

NT$200  

 863.55  

晃蕩六堆 / 楊弘彥編著 .-- 屏東市 : 財

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, 11010 .-

- 23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7979-31-5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55  

剪下一片月光 / 琹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00 面 ; 21 公分  .-- (九歌文庫  ; 

1368) .-- ISBN 978-986-450-378-0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常青長青 : 常青智慧 職場淬鍊 / 王百

祿, 柯亞先, 連錦堅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林榮泰, 11010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390-9 (平裝)  

 863.55  

淡海散記 / 陳文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英出版社, 11011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2-6-0 (平裝) 

NT$500  

 863.55  

清歡 / 張淑鸞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22-

6 (平裝)  

 863.55  

復華一街的奇蹟 : 閱讀的無限可能 / 

楊秀嬌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少

年, 11011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(少年

文學 ; 5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

95166-1-2 (平裝) NT$480  

 863.55  

蔣毛最後的邂逅 : 陳福成中方夜譚

春秋 / 陳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文史哲出版社, 11010 .-- 212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45) .-- ISBN 978-

986-314-570-7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澎鼎藝文故事. 四 / 澎鼎寫作班作 .-- 

初版 .-- 澎湖縣湖西鄉 : 法務部矯正

署澎湖監獄, 11012 .-- 303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43-67-2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5  

獨訴斜闌 / 陳欽義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喬林圖書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3-0-

6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5  

瀟灑看人生 / 君靈鈴, 嘉安合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5-63-2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55  

金 奈 手 記  : 那 個 印 度 少 年  = 

Memorandum to Chennai : 

that.Indian.youth / 陳柏源著 .-- 初版 .-

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32-635-5 (平裝) NT$315  

 863.56  

A+B=C / 緒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威向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(架空

之都)(米國度書系 ; B0068) .-- ISBN 

978-986-505-221-8 ( 上 冊 : 平 裝 ) 

NT$240 .-- ISBN 978-986-505-222-5 (下

冊:平裝) NT$240  

 863.57  

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/ 詹馥華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3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9-607-5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八尺門的辯護人 / 唐福睿著 .-- 臺北

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4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

05-5 (平裝) NT$540  

 863.57  

少女皮膚之島 / 周念延作 .-- 臺北市 : 

聯 合 文 學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N 系列 ; 

49) .-- ISBN 978-986-323-422-7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7  

天丹虎飛 雲霧的新生 / 黃文海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6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21-9 (平裝) NT$480  

 863.57  

月老 / 九把刀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九把刀 ; 7) .-- 

ISBN 978-957-741-477-9 ( 平 裝 ) 

NT$299  

 863.57  

午夜前的南瓜馬車  / 牧童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11 .-- 246

面; 21 公分 .-- (要推理 ; 94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626-7058-08-4 (平裝) 

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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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63.57  

日暮深處 / Sophi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Sophia 作

品集) .-- ISBN 978-957-741-479-3 (平

裝) NT$180  

 863.57  

世紀末書商 / 八千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4-47-4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3.57  

永樂女伶夢 : 二 0 二一桃園鍾肇政文

學獎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/ 顏堉至

著  .-- 桃園市  : 桃園市立圖書館 , 

11011 .-- 24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0-37-1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*好孕王妃 / 簡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2001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333-0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63.57  

再見!秋水! / 畢璞作 .-- 五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88 面; 19 公分 .-- (集輯) .-- ISBN 

978-957-14-7318-5 (平裝)  

 863.57  

沒有城堡的人 / 陳煦(Elmahssu)著 .-- 

初版 .-- 基隆市 : 陳煦, 11011 .-- 26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72-

2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沙漏之家 / 楊瀅靜作 .-- 臺北市 : 聯

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(聯合文叢 ; 689) .-

- ISBN 978-986-323-419-7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 863.57  

奉子離婚後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0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

91-3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附靈師 / 奈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228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047-8-8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前夫非她不娶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

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0 .-

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8-97-5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香蔥屋 / 舒雲小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城 邦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0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4-80-8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消失的夢 : 蔡慶彰圖繪小說 / 蔡慶彰

作 .-- 臺中市 : 恆藝社, 11011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129-5-

1 (平裝) NT$500  

 863.57  

特殊傳說. III / 護玄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8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

606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  

 863.57  

*神醫養夫 / 寄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2401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340-8 ( 平 裝 ) 

NT$310  

 863.57  

偷心教練床上見 / 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

版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

工作室發行, 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

分 .-- (紅櫻桃 ; 1488) .-- ISBN 978-986-

335-718-6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第五證人 / 玄淩汐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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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72-3 (平裝)  

 863.57  

情欲流動 / 洛玥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(架

空 之 都 )( 米 國 度 書 系  ; B0065-

B0066) .-- ISBN 978-986-505-214-0 (上

冊 :平裝 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505-215-7 (下冊:平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涼涼說寵她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0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

95-1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彩華的一生 / 樊慕鶱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1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6-20-2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7  

窒愛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30
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923-7 (平裝) NT$299  

 863.57  

黃昏時不要打開課本 : 黑貓上等 / 羽

曜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異果文創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7-9-5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7  

超能水滸 / 沈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蓋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00-6 (平

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詐欺小姐太犯規  / 安祖緹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出版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

子熊工作室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紅櫻桃 ; 1487) .-- ISBN 978-

986-335-717-9 (平裝) NT$270  

 863.57  

喜歡當你的天使  / 神樂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4-81-5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愛妃是財迷 / 陳毓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320 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126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350-7 

(平裝) NT$310  

 863.57  

極南車站的電風扇 : 屏東縣作家作

品集 / 張簡士湋作 .-- 第一版 .-- 屏東

市 : 屏東縣政府, 11011 .-- 160 面; 21

公分 .-- (屏東縣作家作品集) .-- ISBN 

978-986-5472-47-4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剽悍小醫女 / 夢南迪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88 面 ; 21 公 分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

E1128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356-9 

(平裝) NT$27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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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63.57  

詭軼紀事. 肆, 喪鐘平安夜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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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24) .-- ISBN 978-

626-95339-1-6 (平裝) NT$340  

 863.57  

蒼生惶惶惴惴不安 / 吳威邑著 .-- 臺

北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4-07-9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與老闆的祕密情事  / 菲比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

桃 ; 1489) .-- ISBN 978-986-335-719-3 

(平裝) NT$270  

 863.57  

演員的職業操守 / 林落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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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272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177-1-8 (上冊: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睿智賈老傳奇 / 遊戲熵 Gamtropy, 孫

唯瑄, 葉思佑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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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56 面; 20X20 公分 .-- (實況旅人繪本

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626-316-274-7 

(精裝)  

 863.57  

賣牛記 / 琦君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(輯+) .-- ISBN 978-957-

14-7332-1 (平裝)  

 863.57  

緝拿大丈夫 / 金晶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

縣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0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93-7 (平

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德意的一年 / 賴以威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1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

(Story ; 43) .-- ISBN 978-957-13-9578-4 

(平裝) NT$400  

 863.57  

樹.穴.魔法迷宮 / 竹涵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6-38-7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7  

擄來的娘子 / 唐梨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0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

94-4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隱秘的初夜 / 石秀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0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

92-0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聲囂塵上 / YY 的劣跡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

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48-

1 (第 2 冊:平裝)  

 863.57  

寵老婆天經地義 / 石秀作 .-- 初版 .-- 

彰 化 縣 福 興 鄉  : 喵 喵 屋 工 作 室 , 

11010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08-96-8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蘆葦草之曲 : 前章 / 四流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1 .-- 218 面; 21

公分 .-- (釀奇幻 ; 63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54-6 ( 平 裝 ) 

NT$270  

 863.57  

魑魅魍魎修理屋,赤字中 / 決明 2.0

著 .-- 台北市 : 決明 2.0, 11012 .-- 38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35-

7 (平裝) NT$420  

 863.57  

權力製造 / 柯映安著 .-- 臺北市 : 鏡

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06-2 (平

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永遠在這裡 / 麵包樹圖.文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6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73-5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9  

安農米香 傳稻安中 / 李子慶, 新課綱

校本課程研發團隊撰文 ; 王珮潔主

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立大安國民中

學, 11010 .-- 51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626-7001-46-2 (精裝) 

NT$450  

 863.59  

神使劇場 : 花的幻想鄉 / 醉琉璃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

出 版  : 蓋 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64 面; 20 公分 .-- (fresh ; 

FS189) .-- ISBN 978-986-06010-5-3 (平

裝) NT$240  

 863.59  

尋找節氣精靈 / 管家琪著 ; 徐建國繪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

社, 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管家

琪作品集. 文化素養 ; 3) .-- ISBN 978-

986-06885-7-3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9  

二仁溪的兩道彩虹 / 李微潤文字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茄萣舢筏協

會, 11010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626-95218-0-7 (精裝)  

 863.596  

又見寒煙壺 / 鄭宗弦著 ; 吳嘉鴻圖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鄭宗

弦作品集 ; 6) .-- ISBN 978-986-450-

377-3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三年五班,真糗! / 洪志明作 ; 黃雄生

繪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76 面; 21 公

分 .-- (小魯兒童成長小說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45-5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毛蟲怪奇幻冒險旅程. 第二部曲, 洪

水泛濫 / 陳怡薰, 皇吟文 ; Joanna Hsu

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40-0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 863.596  

老阿伯講古 / 姚嘉文原著 ; 魏柏鈞, 

林芸合圖.文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財團

法人關懷文教基金會, 11011 .-- 37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81-4-5 (精

裝) NT$250  

 863.59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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妖怪森林 / 劉思源作 ; 貓魚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

0784-98-5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96  

苑裡喵遊記 / 黃炳彰文 ; 傅怡庭, 陳

虹螢圖  .-- 苗栗市  : 苗栗縣政府 , 

11011 .-- 60 面; 21X30 公分 .-- (苗栗

縣文學集. 兒童文學創作集. 2021)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420-99-4 (精

裝) NT$250  

 863.596  

挖鼻屎專門店  / 錵九九文  ; 豆豆

(DOUDOU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, 

11011 .-- 5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1-03-0 (精裝)  

 863.596  

躲避球情聖 / 李光福作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小魯兒童

成長小說 ; GF440N) .-- ISBN 978-626-

7043-44-8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6  

瞳之二 / 葉宣哲文 ; DaDa L.CH 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52 面; 19X27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94-

283-3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8  

1、2、3,抓週趣! / 蠟筆哥哥文 ; 呂妍

慧圖 ; 董欣佳譯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

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44 面; 20X20 公

分 .-- (蘭陽創作繪本 ; 10) .-- 中英雙

語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18-59-5 (精

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*Left & right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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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95164-3-8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一起來騎腳踏車! / 嚴凱信文.圖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(小

魯創作繪本 ; 32N) .-- ISBN 978-626-

7043-46-2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山和魚 / 林書柔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

34-9 (精裝) NT$450  

 863.599  

平安龜來 : 石龜社區繪本故事 = I will 

always be there / 林澤圖 ; 王佳葳文 .-- 

初版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 國立虎尾科

技大學文理學院, 11011 .-- 40 面; 30

公分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98421-4-3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我不要跟你玩了! / 黃郁欽文.圖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5 公分 .-- (小

魯創作繪本 ; AOP042N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42-4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 863.599  

我種了高麗菜 / 陳麗雅文.圖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6X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63-9 (精裝) 

NT$380  

 863.599  

長大後,你想做什麼呢? / 姚伯勳文 ; 

呂妍慧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4 面; 
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47-

9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怕熱的樹蛙 / 余素君圖.文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86-5514-85-3 ( 精 裝 ) 

NT$390  

 863.599  

阿嬤說我最乖! / 郝廣才文 ; 平安圖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- 

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 978-986-

5576-47-9 (精裝) NT$300  

 863.599  

苗栗縣文學集. 2021 年 : 兒童文學創

作集 : 送子鳥驚魂記 / 劉怡君文 ; 蔡

詠宇圖  .-- 苗栗市  : 苗栗縣政府 , 

11011 .-- 51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0-00-0 (精裝) NT$250  

 863.599  

動物園的祕密 / 黃一文文.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30X21 公分 .-

- (藍繪本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

32-9339-2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甜蜜家庭 / 姚嘉文原著 ; 魏柏鈞, 林

芸合圖.文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財團法

人關懷文教基金會, 11011 .-- 37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81-3-8 (精裝) 

NT$250  

 863.599  

畫家馬一邊 / 湯姆牛文.圖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5-364-6 ( 精 裝 ) 

NT$360  

 863.599  

跟太陽捉迷藏  = Hide-and-seek with 

the sun / 李文志文 ; 蘇雅盈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

館, 11010 .-- 28 面; 26X26 公分 .-- 注

音 版 ; 中 英 對 照  .-- ISBN 978-986-

0701-01-2 (精裝) NT$390  

 863.599  

影子在做什麼? / 朱紹盈文 ; 沈依蓉

圖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文化局, 

11012 .-- 39 面; 20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9-57-7 (精裝) NT$350  

 863.599  

嘴巴和手 : 嘴巴去打獵 ; 嘴巴和手 : 

手想要種菜 / 施政廷編著.繪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(小

魯采風館 ; 13) .-- ISBN 978-626-7043-

48-6 (精裝) NT$420  

 863.599  

螞蟻皇后的麵包店 / 陳淑華文 ; 劉貞

秀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4X25 公分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24-91-1 (精

裝附光碟片)  

 863.599  

聽阿公阿嬤說故事 : 阿鰻在湖內的

日子 /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編

輯小組文字.繪圖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

市  : 高 雄 市 湖 內 人 文 發 展 協 會 , 

11011 .-- 20 面; 21X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428-4-2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99  

老李北疆和番記 : 旅遊創作詩文集 / 

李源發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京兆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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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社, 11011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0892-5-8 (平裝) NT$500  

 863.751  

客家聲聲慢 : 林錫霞客語詩集 / 林錫

霞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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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臺

灣文學叢書 ; 204) .-- ISBN 978-957-

39-1132-6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751  

山棕.月影.太陽.迴旋 : 卜袞玉山的回

音  = Asik Kaihaninguas buan Vali 

panhaizuzu : isBukun tu painsing'avas 

Ludun'usaviav / 卜袞.伊斯瑪哈單.伊

斯立端(Bukun Ismahasan Islituan)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魚籃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0 .-- 245 面; 23 公分 .-- (特普館. 

原民系. Bunun ; 1) .-- ISBN 978-986-

92867-5-6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851  

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 / 夏曼藍波

安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

學 生 活 雜 誌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印刻文

學 ; 670) .-- ISBN 978-986-387-500-0 

(平裝) NT$280  

 863.855  

苗栗縣文學集. 2021 年 : 兒童文學創

作集 : 猴子猴子你為什麼不爬樹 = 

yungay,yungay,huwa su ka ini karaw 

kahawni / 賴秀慧, 張富程文.圖 .-- 苗

栗市 : 苗栗縣政府, 11011 .-- 63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97-0 (精裝) 

NT$250  

 863.859  

*原住民阿美族 'Amis 家鄉情 O 'orip 

iniyaro' / 楊進德 Panay 'Aminang 作 .-- 

高雄市 : 楊進德, 11009 .-- 151 面; 21

公分 .-- 中文、阿美語對照 .-- ISBN 

978-957-43-9396-1 (平裝)  

 863.859  

西洋文學 

落地轉譯 : 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

跡 / 王智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596 面; 23 公分 .-- (聯經評論) .-- ISBN 

978-957-08-6105-1 (平裝)  

1.西洋文學 2.翻譯學  870  

天空塔黑巫再現 / 班恩.艾倫諾維奇

(Ben Aaronovitch) ; 林詔伶譯 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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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68 面; 

21 公分 .-- (Echo ; MO0054X)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45-2 (平裝) NT$400  

 873.57  

永遠的園丁  / 約翰 .勒卡雷(John le 

Carré)著 ; 宋瑛堂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528 面; 21 公分 .-- (勒卡

雷作品集 ; 18) .-- ISBN 978-626-314-

071-4 (平裝) NT$450  

 873.57  

地底城魔法暗湧 / 班恩.艾倫諾維奇

(Ben Aaronovitch)作 ; 韓宜辰, 林詔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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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

- 400 面 ; 21 公 分  .-- (Echo ; 

MO0051X) .-- ISBN 978-986-0767-44-5 

(平裝) NT$380  

 873.57  

死 神 之 眼  / 理 查 . 奧 斯 汀 . 傅 里 曼

(Richard Austin Freeman)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文學

經典名作) .-- ISBN 978-986-316-812-6 

(平裝)  

 873.57  

咆 哮 山 莊  / 艾 蜜 莉 . 白 朗 特 (Emily 

Brontë)著 ; 伍晴文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

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60 面; 21 公分 .-- (典藏經典 ; 39) .-- 

ISBN 978-986-178-573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 873.57  

科學愛人  / 珍奈特 .溫特森(Jeanette 

Winterson)著 ; 陳佳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森

林 ; LF0152) .-- ISBN 978-626-7061-03-

9 (平裝) NT$350  

 873.57  

倖存者 ,如我們  / 歐大旭(Tash Aw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(小說精選)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47-4 (平裝)  

 873.57  

倫敦河惡靈騷動 / 班恩.艾倫諾維奇

(Ben Aaronovitch)著 ; 鄭郁欣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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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Echo ; MO0047X)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42-1 (平裝) NT$360  

 873.57  

狼廳終部曲 : 鏡與光 / 希拉蕊.曼特爾

(Hilary Mantel)著 ; 廖月娟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(文學人

生  ; BLH120) .-- ISBN 978-986-525-

368-4 (全套:平裝) NT$800  

 873.57  

達賴喇嘛的貓. 4, 修成成就的四爪之

書 / 大衛.米奇(David Michie)著 ; 江信

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56-7 (平

裝) NT$320  

 873.57  

*隱身黑暗的少女 / 麗莎.傑威爾(Lisa 

Jewell)著 ; 吳宜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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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文學新象 ; 286) .-- ISBN 978-

986-506-269-9 (平裝)  

 873.57  

蘇活月爵士魅影 / 班恩.艾倫諾維奇

(Ben Aaronovitch)著 ; 鄭郁欣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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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(Echo ; MO0048X)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43-8 (平裝) NT$360  

 873.57  

貓戰士外傳. 十六, 松鼠飛的希望 / 艾

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吳湘湄譯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400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Warriors) .-- ISBN 978-626-320-016-6 

(平裝) NT$399  

 873.59  

小氣財神  / 查爾斯 .狄更斯(Charles 

Dickens)原著 ; 阮聞雪編著 ; 小坦克

熊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悅樂文化

館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2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珍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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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著選 ; 9) .-- ISBN 978-986-98796-2-0 

(平裝) NT$280  

 873.596  

格 列 佛 遊 記  / 強 納 生 . 史 威 佛 特

(Jonathan Swift)原著 ; 唐琮改寫 ; 蔡豫

寧繪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
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; 

60) .-- ISBN 978-986-338-450-2 (平裝) 

NT$220  

 873.596  

貓咪與國王. 1, 新家三十七號 / 尼克.

夏洛特(Nick Sharratt)文.圖 ; 鄧捷文
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

小 說 館 ) .-- ISBN 978-957-658-683-5 

(平裝) NT$320  

 873.596  

貓咪與國王. 2, 戴皇冠去上班 / 尼克.

夏洛特(Nick Sharratt)文.圖 ; 鄧捷文
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

小 說 館 ) .-- ISBN 978-957-658-684-2 

(平裝) NT$320  

 873.596  

糟糕壞老師  : 兇巴巴  / 大衛 .威廉

(David Walliams)作 ; 東尼.羅斯(Tony 

Ross)繪 ; 蔡心語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12 面; 20 公

分 .-- (蘋果文庫 ; 138) .-- ISBN 978-

626-320-022-7 (平裝) NT$350  

 873.596  

我真的好想吃蛋糕  / 賽門 .菲利浦

(Simon Philip)文 ; 露西雅.嘉吉奧提

(Lucia Gaggiotti)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4X23 公

分  .-- 注 音 版 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34-7 (精裝)  

 873.599  

我真的好想贏 / 賽門.菲利浦(Simon 

Philip)文  ; 露西雅 .嘉吉奧提 (Lucia 

Gaggiotti)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57-13-9633-0 (精裝)  

 873.599  

我真的真的真的想尿尿 / 卡爾.紐森

(Karl Newson)文 ; 當肯.畢迪(Duncan 

Beedie)圖 ; 吳羽涵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96)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517-0 (精裝) 

NT$350  

 873.599  

找尋自己的聲音 / 寇特妮.迪克馬斯

(Courtney Diemas)文.圖 ; 李紫蓉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5X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0-407-0 (精裝)  

 873.599  

真 的 對 不 起  / 貝 瑞 . 提 姆 斯 (Barry 

Timms)作 ; 尚恩.朱利安(Sean Julian)

繪 ; 吳羽涵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

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

28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98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57-521-519-4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 873.599  

愛啃書的尼寶 : 誤闖童話世界 / 艾瑪.

亞略特(Emma Yarlett)作 ; 聞翊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

(童心園 ; 201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597-2 (精裝) NT$550  

 873.599  

聖誕老人機密檔案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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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8 面; 

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5-8-

1 (精裝) NT$350  

 873.599  

*2034 全面開戰(第三次世界大戰實

戰小說) : 美軍 NATO 歐盟統帥揭密

預警#台灣人必讀! / 艾略特.阿克曼

(Elliot Ackerman), 詹姆斯 .史塔萊迪

(Admiral James Stavridis)作 ; 譚天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

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10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- (故事盒子 ; 65) .-- ISBN 978-986-384-

608-6 (平裝)  

 874.57  

一 級 玩 家  / 恩斯 特 . 克萊 恩 (Ernest 

Cline)作 ; 郭寶蓮譯 .-- 四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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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(暢小說 ; 

30) .-- ISBN 978-626-310-140-1 (平裝) 

NT$450  

 874.57  

一級玩家. II, 二級玩家 / 恩斯特.克萊

恩(Ernest Cline)著 ; 黃鴻硯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

- (暢小說 ; 106) .-- ISBN 978-626-310-

130-2 (平裝) NT$450  

 874.57  

告訴我,你受了什麼苦? / 西格麗德.努

涅斯(Sigrid Nunez)著 ; 張茂芸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寞出版社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Soul ; 

43) .-- ISBN 978-626-95323-0-8 (平裝) 

NT$360  

 874.57  

星光兄弟會 : 歐洲冒險之旅 / 威廉.嘉

佛作 ; 施博巽譯 .-- 新北市 : 凱富生

物科技有限公司, 11010 .-- 327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210-2-3 (平裝) 

NT$380  

 874.57  

幽靈社團 / 莉.巴度格(Leigh Bardugo)

著 ; 康學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

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10-185-5 (上冊:平裝) 
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510-186-2 (下

冊:平裝) NT$360  

 874.57  

班森謀殺案 / 范.達因(S. S. Van Din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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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
978-986-316-817-1 (平裝)  

 874.57  

婚姻生活 / 塔雅莉.瓊斯(Tayari Jones)

著 ; 彭玲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藍小說 ; 

319) .-- ISBN 978-957-13-9598-2 (平裝) 

NT$420  

 874.57  

推倒鐵幕的祕密手稿 / 拉娜.普瑞斯

考(Lara Prescott)著 ; 力耘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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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

(臉譜小說選 ; FR6580) .-- ISBN 978-

626-315-043-0 (平裝) NT$420  

 874.5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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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愛玲譯作選. 二 : 老人與海.鹿苑長

春 / 張愛玲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皇

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96 面; 

21 公分 .-- (張愛玲典藏 ; 18) .-- ISBN 

978-957-33-3818-5 (平裝)  

 874.57  

張愛玲譯作選 : 無頭騎士.愛默森選

集 / 張愛玲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皇

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(張愛玲典藏 ; 17) .-- ISBN 

978-957-33-3817-8 (平裝)  

 874.57  

旋轉樓梯  / 瑪莉 .羅伯茲 .萊因哈特

(Mary Roberts Rinehart)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文學

經典名作) .-- ISBN 978-986-316-816-4 

(平裝)  

 874.57  

碎片人生 / 卡琳.史勞特作 ; 顏湘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64 面; 21 公

分 .-- (Storytella ; 122) .-- ISBN 978-

957-741-474-8 (平裝) NT$410  

 874.57  

隔離島 / 丹尼斯.勒翰(Dennis Lehane)

作 ; 尤傳莉譯 .-- 四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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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小說

選系列 ; 81) .-- ISBN 978-626-315-035-

5 (平裝) NT$400  

 874.57  

緋 紅 天 空 下  / 馬 克 . 蘇 立 文 (Mark 

Sullivan)作 ; 甘鎮隴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
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73-0 (平裝)  

 874.57  

颶光典籍. 四部曲, 戰爭節奏 / 布蘭登.

山德森(Brandon Sanderson)作 ; 歸也
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

版 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

冊 .-- (Best 嚴選 ; 137-138) .-- ISBN 

978-626-95339-4-7 ( 上 冊 : 平 裝 ) 

NT$650 .-- ISBN 978-626-95339-5-4 (下

冊:平裝) NT$650  

 874.57  

藝術謀殺 / 希區考克(Alfred Hitchcock)

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(世界文學經典名作) .-- ISBN 

978-986-316-818-8 (平裝)  

 874.57  

一 百 件 洋 裝  / 艾 蓮 諾 . 艾 斯 提 斯

(Eleanor Estes)著 ; 路易斯.斯洛巴德

金(Louis Slobodkin)繪 ; 謝維玲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0-413-1 (平裝)  

 874.59  

字裡行間 / 茱迪.皮考特, 撒曼莎‧凡

里爾作 ; 朱崇旻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

11011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12-9 (平裝)  

 874.59  

天才少女福爾摩斯. 6, 道別吉普賽 / 

南西.史賓格(Nancy Springer)著 ; 金瑄

桓, 林虹瑜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94-1 (平裝) 

NT$320  

 874.596  

你好呀,小樹 : 關於希望與重生的故

事 / 安娜.克雷斯波(Ana Crespo)文 ; 道.

普米魯克(Dow Phumiruk)圖 ; 華韻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宇宙文化出

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06815-9-8 (精裝) 

NT$320  

 874.596  

彩虹小馬. 11, 喜樂佳節 / 路易絲.亞

歷山大(Louise Alexander)作 ; 朱崇旻

翻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12 .-- 24

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269-3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黑暗中的願望 / 克莉絲汀娜.索恩托

瓦(Christina Soontornvat)作 ; 鄭榮珍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(小魯大獎小說) .-- ISBN 978-

626-7043-51-6 (平裝)  

 874.596  

鴿 子 的 天 使  / 大 衛 . 麥 考 利 (David 

Macaulay)文.圖 ; 宋珮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38-448-9 (精裝) NT$300  

 874.596  

小雷龍視覺刺激書 : 爸爸在哪裡? / 

史蒂芬.榮波(Stephan Lomp)作 ; 王鈺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32 面 ; 

18X18 公分 .-- (童心園 ; 200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08-5 (精裝) NT$300  

 874.599  

小雷龍視覺刺激書 : 媽媽在哪裡? / 

史蒂芬.榮波(Stephan Lomp)作 ; 王鈺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32 面 ; 

18X18 公分 .-- (童心園 ; 199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07-8 (精裝) NT$300  

 874.599  

冰雪奇緣 : 聖誕派對 / 安瑞雅.派史納

桑切斯(Andrea Posner-Sanchez)作 ; 迪

士尼繪本美術團隊(Disney Storybook 

Art Team)插畫 ; Sabrina Liao 翻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
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12 .-- 40 面; 21

公分 .-- 中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

Step 2 .-- ISBN 978-626-316-278-5 (精

裝)  

 874.599  

你 很 重 要  / 克 里 斯 汀 . 羅 賓 遜

(Christian Robinson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小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101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小麥田

繪本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00-31-1 (精裝) NT$340  

 874.599  

我做得到!未來總統蘇菲亞 / 安德麗

雅.碧蒂(Andrea Beaty)文 ; 大衛.羅伯

茲(David Roberts)圖 ; 賴慈芸譯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75-2 (精裝) 

NT$360  

 874.59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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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呆子小鳥的 500 個網友 / 艾倫.雷

諾茲(Aaron Reynolds)文 ; 麥特.戴維

斯(Matt Davies)圖 ; 李貞慧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

本 ; 97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

521-518-7 (精裝) NT$350  

 874.599  

料理鼠王  : 大塊起司  / 愛波 .喬登

(Apple Jordan)作 ;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

隊(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)插畫 ; 

Sabrina Liao 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

11012 .-- 56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 

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 2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79-2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愛的圈圈 : 分享愛,讓美好的事發生 / 

布雷德.蒙帝鳩(Brad Montague)著 ; 布

雷德.蒙帝鳩(Brad Montague), 克莉絲

緹.蒙帝鳩(Kristi Montague)繪 ; 張淑

瓊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24X24 公

分 .-- (小米粒 ; 4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06982-9-9 (精裝) NT$300  

 874.599  

蜘蛛人 : 無家日 奇異的一天 / 卡利奧

佩.葛萊斯作 ; 安德魯.科爾布繪 ; 朱

崇旻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11 .-- 

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1-

01-6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*心牆裡的女人 : 心靈尋根五千哩 / 

瑪莉.莫斯里著 ; 林為正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6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69-45-7 (平裝) NT$320  

 874.6  

貓咪不要哭 / 蒂.瑞迪(Dee Ready)著 ; 

屈家信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73 面; 21 公

分 .-- (Titan ; 141) .-- ISBN 978-986-

179-701-4 (平裝) NT$300  

 874.6  

古怪快遞 : 會咬人的包裹 / 夏洛特.哈

伯薩克(Charlotte Harbersack)著 ; 管中

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18-0 (精裝)  

 875.57  

返家 / 瑟巴斯提昂.費策克(Sebastian 

Fitzek)著 ; 黃淑欣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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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40-6 (平裝) NT$460  

 875.57  

穿雲少女  / 顧德倫 .包瑟望(Gudrun 

Pausewang)著 ; 黃慧珍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菓子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5-6-8 (平裝) 

NT$410  

 875.57  

小王子  / 安徒萬 .德.聖伊格秋北里

(Antoine de Saint-Exupéry)著作 ; 楊海

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果文創工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8 面; 30

公 分  .-- ( 少 言 Few Words ; 

KEKO_005) .-- ISBN 978-986-92463-6-

1 (精裝) NT$612  

 876.57  

小王子 / 安東尼.聖修伯里著 ; 盛世教

育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

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2 面; 18 公

分 .-- 中英法對照; 全新典藏版 .-- 

ISBN 978-957-710-837-1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 876.57  

鼠疫 : 特別收錄哲學解析<一部存在

主 義 小 說 的 後 現 代 閱 讀 > / 卡 繆

(Albert Camus)著 ; 邱瑞鑾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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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89-541-0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 876.57  

苦兒流浪記 / 賀克多.馬洛著 .-- 新北

市 :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

面; 23 公分 .-- (精典世界名著 ; 40) .-- 

ISBN 978-986-06510-7-2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76.596  

我會好好照顧你 / 瑪麗亞.羅瑞塔.吉

拉多(Maria Loretta Giraldo)文 ; 妮可蕾

塔.貝特利(Nicoletta Bertelle)圖 ; 海狗

房東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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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

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繪本滴 ; 98)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38-06-2 (精裝) 

NT$340  

 877.596  

堂 吉 訶 德  / 塞 萬 提 斯 (Miguel de 

Cervantes Saavedra)著 ; 楊絳譯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(不朽系列) .-- 

ISBN 978-957-08-6110-5 (全套:平裝) 

NT$950 .-- ISBN 978-957-08-6111-2 (全

套:精裝)  

 878.57  

偷亞提拉馬的男孩  / 伊凡 .雷皮拉

(Iván Repila)作 ; 葉淑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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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60 面; 19 公

分 .-- (Echo ; MO0073) .-- ISBN 978-

986-0767-40-7 (精裝) NT$360  

 878.57  

綠色先生的下午茶會 / 哈維爾.薩伊

茲.卡斯坦(Javier Sáez Castán)文.圖 ; 

賴潔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4 面; 3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9-7-6 (精裝)  

 878.599  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
洲、大洋洲文學 

花束集 : 捷克民族傳說集 / 埃爾本

(Karel Jaromír Erben)著 ; 湯瑪士.瑞杰

可(Tomas Rizek)繪 ; 林蒔慧, 呂齊弘, 

夏沛倫, 陳宥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捷克商麋鹿多媒體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1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307-6-1 (平裝)  

 882.451  

都柏林人 / 詹姆斯.喬伊斯著 ; 辛彩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愛經典 ; 56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13-2 (精裝) NT$400  

 884.157  

太多幸福 / 艾莉絲.孟若(Alice Munro)

作 ; 張茂芸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

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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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木馬文

學 ; 75) .-- ISBN 978-626-314-061-5 (平

裝) NT$360  

 885.357  

妳以為妳是誰  / 艾莉絲 .孟若(Alice 

Munro)著 ; 廖綉玉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木馬

文學 ; 93) .-- ISBN 978-626-314-062-2 

(平裝) NT$320  

 885.357  

清秀佳人. 1, 綠色屋頂之家的安 / 露

西.蒙哥瑪麗(L. M. Montgomery)原著 ; 

黃素慧譯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

分 .-- (典藏經典 ; 9) .-- ISBN 978-986-

178-570-7 (平裝) NT$280  

 885.357  

清秀佳人. 2, 艾凡里的安 / 露西.蒙哥

瑪麗(L. M. Montgomery)著 ; 王筱婷

譯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典

藏經典 ; 10) .-- ISBN 978-986-178-572-

1 (平裝) NT$280  

 885.357  

路邊的小花  / 強亞諾羅森 (JonArno 

Lawson)文 ; 席尼史密斯(Sydney Smith)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25X25

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 

978-986-5576-49-3 (精裝) NT$300  

 885.3599  

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: 繪圖本 / 保羅.科

爾賀(Paulo Coelho)著 ; 恩佐繪圖 ; 周

惠玲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240

面; 21 公分 .-- (藍小說 ; 318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66-1 (平裝) NT$350  

 885.7157  

極樂饗宴 / 路易斯.費南多.維里西默

(Luis Fernando Verissimo)著 ; 呂玉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(皇冠叢書 ; 第 4985 種)(Choice ; 

347) .-- ISBN 978-957-33-3813-0 (平裝) 

NT$280  

 885.7157  

男孩、彩虹鳥和老棺材匠 / 瑪蒂妲.

伍茲(Anuska Allepuz)作 ; 王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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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10 面; 21 公

分 .-- (小麥田故事館) .-- ISBN 978-

626-7000-30-4 (平裝) NT$340  

 887.159  

飛向起點 / 巴拉克(Idan Ben-Barak)文 ; 

菲利浦邦廷(Philip Bunting)圖 ; 張東

君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101 .-- 44 面 ; 

25X25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

ISBN 978-986-5576-48-6 (精裝)  

 887.1599  

喜歡自己的快樂河馬 / 查爾斯.桑托

索(Charles Santoso)文.圖 ; 洪瑋君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25X24 公

分 .-- (兒童博雅 ; 144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23-1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 887.1599  

熊的新故事 / 蘿拉邦廷(Laura Bunting)

文 ; 菲利浦邦廷(Philip Bunting)圖 ; 楊

雅鈞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

25X25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

ISBN 978-986-5576-45-5 ( 精 裝 ) 

NT$300  

 887.1599  

鯨魚向我們走來 / 尼克布蘭德(Nick 

Bland)文.圖 ; 王欣榆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76-46-2 (精裝) NT$300  

 887.1599  

新聞學 

新聞崩壞,何以民主? : 在不實訊息充

斥與數位平台壟斷時代裡,再造為人

民與公共利益服務的新聞業 / Victor 

Pickard 著 ; 羅世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19-4 (平裝) NT$400  

1.新聞業 2.新聞自由 3.美國  899.52  

藝術類 

總論 

美學與生活 / 陳莉玲編纂 .-- 初版 .-- 

苗栗縣造橋鄉 :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

育達科技大學, 11011 .-- 175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911-84-3 (平裝)  

1.藝術欣賞 2.美學  900  

陳澄波全集 . 第十三卷 , 論評 . II = 

Chen Cheng-Po corpus.. volume 13, 

comments. II / 蕭瓊瑞總主編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藝術家出版 ; [嘉義市] : 財

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; [臺北市] : 

中央研究院臺灣史所發行, 11012 .-- 

20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2-

282-1 (精裝) NT$1000  

1.藝術評論  901.2  

人體造形規律與解剖結構 ; Human 

body modeling rule and anatomical 

structure / 魏道慧著 .-- 新北市 : 北星

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2-01-

2 (平裝) NT$990  

1.藝術解剖學  901.3  

台.日美術交流展. 2021 第 47 屆 = 

2021 47th Taiwan & Japan Art Exchange 

Exhibition / 林吉裕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日美術協會, 11011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141-3-

6 (平裝) NT$10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  

未至之城 : 2021 亞洲藝術雙年展 = 

Phantasmapolis : 2021 Asian Art 

Biennial / 高森信男, 侯昱寬, 泰莎.瑪

莉亞.奎松, 安努舒卡.拉堅德蘭, 唐娜

維.恰卜瑞蒂撰稿 ; 汪佳政總編輯 .-- 

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010 .-- 

32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33-9 (活頁裝) NT$1300  

1.現代藝術 2.作品集 3.亞洲  902.3  

中國美術協會慶祝成立九十周年大

展 . 2021 / 中國美術協會秘書處編

輯 .-- 新北市 : 中國美術協會, 11010 .-

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6275-3-6 (平裝) NT$10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台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TFA 巡迴

展. 2021 = French-Salon Taiwan Artists 

Association rotation exhibition / 陳純貞、

王聖平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灣藝術

家法國沙龍學會 , 11011 .-- 108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80-0-

4 (平裝) NT$6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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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東方美學. II : 禪藝桃花源 = Oriental 

esthetic : the peach garden of Zen art / 羅

桂蘭, 馮秀銀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台灣 EZ Art 協會, 11010 .-- 8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39-0-0 (平

裝) NT$5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南美展 : 第六十九屆南美展特展專

輯 = 2021 Tainan Fine Arts Association 

69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/ 侯美雲主

編 .-- 臺南市 : 社團法人臺灣南美會, 

11010 .-- 18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646-3-2 (精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桃園市美術協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. 

2021 / 范姜明華, 鄭素華, 魏福銘編輯

校對 .-- 新北市 : 巧育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91-249-2 (精裝) NT$10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專輯. 第 54

屆 = 54th Armed Forces Golden Statue 

Award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/ 諸瑞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防部政治作

戰局, 11011 .-- 4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0-02-3 (平裝) NT$350  

1.藝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揚傘起飛 : 金門縣金湖國小畢業美

展采風 / 楊玉蘭編著 .-- 金門縣金湖

鎮  : 金門縣金湖鎮金湖國民小學 , 

11011 .-- 96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8-41-5 (精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微.身.物 : 2020 南瀛獎得主特展 = 

Micro bodies-materials : Exhibition of 

2020 Nanying Award Winners / 陳修程

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

局, 11011 .-- 120 面; 25X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7-49-2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臺南美展. 2021 = Tainan Fine Art / 陳

修程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

市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192 面; 25X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57-7 (精裝) 

NT$10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藝苑之光 : 臺中市資深優秀美術家

專輯. 110 年度 / 陳佳君總編輯 .-- 臺

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

6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1-45-5 (平裝) NT$3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*藝想起飛 X 菁采絕倫 : 教育部 109

年度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

學 習 實 錄  = 2020 MOE scholarship 

program for overseas study in arts and 

design /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

設計系編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出版 : 高等教育司發行, 11010 .-- 

1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

80-1 (平裝) NT$360  

1.藝術教育 2.人才 3.培養  903  

什麼玩藝兒. 3 : 直擊臺東文創現場 = 

What fun art is? : meet up 20 Taitung 

creators / 黃秀玲, 官宜靜, 陳品如, 蔣

家莉文字採訪 ; 顏志光總編輯 .-- 臺

東市 :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出版 : 臺東

縣政府發行, 11010 .-- 22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19-59-2 (平裝) 

NT$300  

1.藝術 2.機關團體 3.文集 4.臺東縣  

907  

台灣美術雙年展論壇暨藝術家座談

會專輯. 2020 =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

2020 Taiwan Biennial Forum and Artists 

Forum / 裴家騏, 龍緣之, 張馨之, 張懿

文撰文 ; 蔡昭儀主編 .-- 臺中市 : 國

立臺灣美術館, 11011 .-- 205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44-5 (平裝) 

NT$300  

1.藝術 2.文集  907  

遐庵談藝錄 / 葉恭綽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530 面; 21 公分 .-- (近世經典叢刊 ; 

1) .-- 附:遐翁詞全編; 影印本 .-- ISBN 

978-986-0799-60-6 (平裝) NT$860  

1.藝術 2.文集  907  

現在進行式 : 臺灣藝術史的光影實

錄 / 林育淳, 邱函妮, 盛鎧, 蔡家丘, 賴

明珠, 謝佳娟, 姜麗華, 曾少千, 李思

賢, 白適銘, 黃智陽, 陳曼華, 廖新田

作 ; 鄭政誠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美學藝術類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326-997-7 (平

裝) NT$450  

1.藝術史 2.文集 3.臺灣  909.33  

寇培深梅畫選集 : 梅花心事 : 寇培深

先生的梅花世界  / 寇培深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中國書道傳

習學會, 11011 .-- 168 面; 37 公分 .-- 

(中國書道傳習彙編 ; 13) .-- ISBN 978-

986-06387-3-8 (精裝)  

1.寇培深 2.學術思想 3.書畫 4.作品

集  909.933  

歲月凝視 : 潘元石的藝術之路 / 潘元

石手著 ; 張良澤, 潘青林編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  ; 臺南市 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04-62-5 (平裝) NT$420  

1.潘元石 2.藝術家 3.臺灣傳記  

909.933  

音樂 

聽古典音樂需要勇氣? / 蔡崇熙著 .-- 

臺北市  : 陽光房出版社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16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1265-9-6 (平裝) NT$380  

1.音樂 2.通俗作品  910  

看見彩色的音符 : 天馬行空畫音樂 / 

洪孟筠作 ; 吳金薇繪 ; 王韻雅作曲 .-

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洪孟筠, 11012 .-- 

100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73-9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499  

1.音樂欣賞 2.繪本  910.13  

超成功鋼琴教室法則大全 : 創業起

飛七絕招 / 藤拓弘作 ; 李宜萍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有樂出版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(音樂

日和 ; 15) .-- ISBN 978-986-96477-8-6 

(平裝) NT$330  

1.音樂教育 2.企業管理 3.鋼琴  

910.3  

整合學習的 34 個教學筆記 / 徐珮菡, 

劉佳傑作 .-- 臺北市 : 劉佳傑出版 : 大

鴻音樂圖書有限公司經銷, 11010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40-1 (平裝) NT$480  

1.音樂教學法  910.33  

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 : 蕭泰然 / 林衡

哲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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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496 面; 23 公

分 .-- (衡哲文庫 ; 3) .-- ISBN 978-957-

39-1133-3 (平裝) NT$500  

1.蕭泰然 2.音樂家 3.臺灣傳記  

910.99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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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一顆台灣的音符 = Plant a seed of 

Taiwanese music / 李哲藝口述 ; 謝淑

靖作 .-- 臺北市 : 左右國際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2879-5-2 (平裝) NT$350  

1.李哲藝 2.音樂家 3.自傳 4.臺灣  

910.9933  

*偉大作曲家群像 : 舒曼 / 提姆.道雷

著 ; 朱健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

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78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46-4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舒曼(Schumann, Robert, 1810-1856) 

2.作曲家 3.傳記 4.德國  910.9943  

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 = Radiw no orip 

/ Calaw Mayaw 林信來, Ado Kaliting 

Pacidal 阿洛.卡力亭.巴奇辣口述 ; 藍

雨楨撰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

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阿洛無限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94-288-8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歌謠 2.原住民族音樂 3.阿美族  

913.533  

古早情詩 : 台灣褒歌 = Kóo-tsá tsîng-

si Tâi-uân po-kua / 董峯政編注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新市區社內社

區發展協會, 11010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423-4-1 (平裝)  

1.詩文吟唱  915.18  

音樂劇飲食男女珍藏紀念冊 / 天合

劇場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天合劇場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3-0-7 (精

裝) NT$780  

1.音樂劇 2.劇本 3.照片集  915.25  

閩客潮箏樂小曲的形質與流變 / 張

儷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7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34-7 (平

裝) NT$500  

1.箏 2.演奏 3.樂曲分析  919.32  

陳三五娘有聲行動教材 / 林珀姬導

聆.樂曲解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

市華聲南樂團, 11011 .-- 2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44-0-1 (第 1 冊:

精裝)  

1.南管音樂 2.臺灣  919.881  

建築 

書法現地創作 = Calligraphy,work in 

situ / 王玉齡主編 .-- 臺北市 : 蔚龍藝

術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8 面; 24 公

分  .-- 中 英 對 照  .-- ISBN 978-986-

95976-6-1 (精裝) NT$1000  

1.公共藝術 2.空間藝術 3.視覺藝術  

920  

藤森照信 建築偵探放浪記 : 順風隨

心的建築探訪 / 藤森照信著 ; 謝晴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9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48-4 (平裝) 

NT$800  

1.建築  920.1  

圖解建築入門 / 原口秀昭著 ; 林書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44 面; 

21 公分 .-- (藝術叢書 ; F11057) .-- 

ISBN 978-626-315-039-3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建築史 2.建築美術設計  920.9  

建築的態度 : 戰後臺灣建築師群像 / 

阮慶岳, 王增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73-0-4 (平裝) NT$420  

1.建築師 2.建築美術設計 3.臺灣傳

記  920.9933  

台灣城鄉 建築大觀 1860-1960 / 林陸

文, 徐宗懋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世語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8 面; 

30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9-5-

7 (精裝) NT$3800  

1.建築藝術 2.建築史 3.臺灣  923.33  

走訪市民生活美學空間 : 跟著建築

師逛逛全球創意文化場館 / 黃宏輝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(Hello! Design ; 60)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27-9 (平裝)  

1.公共建築 2.建築藝術 3.建築美術

設計  926.9  

藝 賞 林 園  : Pop-up book of the Lin 

family mansion and garden / 林秀美作 ; 

Shin Cho 繪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

文化局, 11012 .-- 14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2-57-4 ( 精 裝 ) 

NT$1290  

1.林氏 2.庭園 3.園林建築 4.古蹟  

929.933  

雕塑 

放下 : 林善述作品集 / 林善述作 .-- 彰

化市 :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, 11011 .-

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45-2 (平裝)  
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 938  

明明白白 : 白瓷觀點.王俠軍 = Simply 

White : Heinrich Wang's Porcelain Art / 

王信惠主編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

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, 11010 .-- 109

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46-9 (平裝)  
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 938  

書畫 

水 彩 畫 美 感 經 驗  = The aesthetic 

experience of watercolor paintings / 孫少

英作 .-- 臺中市 : 盧安藝術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52 面; 23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89268-7-5 (平裝)  

1.繪畫美學 2.水彩畫  940.1  

療癒之旅 逐日而行 / Tina Yang 文字.

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Tina Yang, 

11012 .-- 10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78-4 (平裝) NT$480  

1.繪畫心理學 2.靈修  940.14  

吾土大地.無名群像 : 黃玉成 / 李欽賢

著 .-- [宜蘭市] :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, 

1101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18-60-1 (平裝) NT$550  

1.黃玉成 2.畫家 3.臺灣傳記 4.畫冊  

940.9933  

*關於一切不確定的因子 : 於顯匿之

間 / 黃怡雯著 .-- 臺南市 : 黃怡雯, 

11010 .-- 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50-0 (平裝) NT$550  

1.黃怡雯 2.畫家 3.學術思想 4.畫冊  

940.9933  

墨動 : 蕭仁徵現代畫開拓展  = Ink 

Movement : Xiao Jen-Cheng and the 

Expansion of Modern Painting / 江桂珍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歷史博

物館, 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34-6 (平裝) NT$88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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觸事而真 : 吳恭瑞作品集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吳恭瑞出版 : 滌研草堂發行, 

11009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57-43-9381-7 (精裝) 

NT$1500  

1.水墨畫 2.書畫 3.作品集  941.5  

台魯名家邀請展. 第三屆 / 吳真才總

編輯  .-- 新北市  : 國家藝術聯盟 , 

11010 .-- 2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312-4-6 (平裝) NT$120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臺南市國畫研究會國風書畫展. 58th / 

呂建德主編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國畫

研究會, 11011 .-- 96 面; 25X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9181-4-2 (平裝)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藝海揚芬 : 名家書畫珍藏集 = The 

zenith of art : the collections of cherished 

calligraphy and Chinese paintings .-- 初

版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曾敬三, 11010 .-

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89-3 (平裝)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*孩子書法玩創意 / 張松蓮著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嵩雲齋, 11010 .-- 19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8-0-

2 (平裝)  

1.書法 2.書法教學  942  

*林慶文書法集 : 冊葉悠遊 / 林慶文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蕙風堂筆墨有

限公司出版部, 11010 .-- 148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0-0-4 (平裝) 

NT$10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書象 : 典則潮風.蔡明讚現代書藝 / 楊

同慧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立國父紀

念館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22-3 (精裝) NT$8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硯耕自在.牛步安行 : 黃宗義書法集 / 

黃宗義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蕙風

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, 11010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13-9-

9 (平裝)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鳴鳳起墨池 : 曾秀鳳書法集 / 曾秀鳳

作 .-- 嘉義市 : 曾秀鳳, 11010 .-- 6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03-6 (平

裝) NT$5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寫意 : 典則潮風.蔡明讚書自作詩 / 楊

同慧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立國父紀

念館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23-0 (精裝) NT$8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周甲墨香揚萬里 : 中國書法學會六

十周年國際展作品專輯 / 邱東成總

編輯 .-- [臺北市] : 中國書法學會 , 

11010 .-- 396 面; 3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6257-3-9 (精裝)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6  

行書千字文  蘭亭序合輯  / 蕭世瓊

作 .-- 臺中市 : 林瑪琍, 11010 .-- 19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67-

8 (平裝) NT$300  

1.行書 2.習字範本  943.94  

欲辨生涯態,其如宇宙寬 : 以陽明心

學為理解視域再探石濤繪畫思想  / 

林惠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0 面; 

23 公分 .-- (哲學研究叢書. 學術思想

叢刊 ; 701026) .-- ISBN 978-986-478-

543-8 (平裝) NT$300  

1.(清)石濤 2.學術思想 3.書畫 4.藝術

哲學  944  

國際彩墨節慶藝術大展專輯. 2021 : 

第 二 十 屆 臺 中 彩 墨 藝 術 節  = 

International Tsai-Mo Festival Art 

Exhibition : the 20th Tsai-Mo Art 

Festival in Taichung / 陳佳君總編輯 .-

- 臺 中 市  : 臺 中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, 

11011 .-- 1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中英

對照 .-- ISBN 978-626-7001-38-7 (平裝) 

NT$5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5  

心鏡之境 : 王俊盛墨彩研究 / 王俊盛

作  .-- 初 版  .-- 高 雄 市  : 王 俊 盛 , 

11010 .-- 1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34-0 (平裝)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芳菲燦然 : 流轉在微光與葳蕤間 : 張

貞雯膠彩畫展 = Glorious fragrance : 

flowing between dim light and luxuriant 

greenery : Chang Chen-Wen Gouache 

Painting Exhibition / 張貞雯作 .-- 臺中

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44-

8 (平裝) NT$300  

1.膠彩畫 2.畫冊  945.6  

浮生五記 : 李國聰彩墨創作展 / 許有

仁總編輯 .-- 嘉義縣太保市 : 嘉義縣

文化觀光局, 11011 .-- 20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93-0 (精裝) 

NT$15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楊世芝作品集 = Emily Shih-chih Yang 

2021 / 楊世芝[作] .-- 臺北市 : 赤粒藝

術經紀策展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8-2-0 (平

裝) NT$1600  

1.水墨畫 2.複合媒材繪畫 3.畫冊  

945.6  

當我們同在一起 : 林世寶、林義傑

創作合輯 /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

市南山高級中學著 .-- 新北市 : 南山

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, 

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75 周年校

慶特刊 .-- ISBN 978-986-96491-4-8 (精

裝)  

1.水墨畫 2.陶瓷工藝 3.作品集  

945.6  

境 . 界  : 許 雨 仁 筆 耕 集  = Realms 

beyond boundaries : an ink collection by 

Hsu Yu-Jen / 白適銘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采泥藝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655-5-8 (精裝) NT$15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六十周年慶主辦 : 

林伯墀畫展作品集 = Celebrating the 

60th anniversary of Fu Jen Catholic 

University re-establishment in 

Taiwan,the art of Patrick Lam / 林伯墀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仁大學出版

社, 11010 .-- 8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9-29-0 (平裝) NT$1000  

1.中國畫 2.嶺南畫派 3.畫冊  945.6  

素描技法 123 / 劉國正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(雄獅叢

書 ; 10-050) .-- ISBN 978-957-474-165-

6 (精裝) NT$480  

1.素描 2.繪畫技法  947.16  

Blessed Time. 1, 親 子 版 圖 文 集  = 

Blessed time. 1, sharing & coloring(kids 

& parents version) / 張 育 慧 ( Hope 

Chang)作 ; 陳巧妤(Yedda Chen), 張育

慧 ( Hope Chang), 羅巧雲 (Clou Lou)

繪 .-- 臺北市 : 八二八數位智能有限

公司 , 11011 .-- 63 面 ; 32 公分  .-- 

(Blessed time 圖文集系列 ) .-- ISBN 

978-986-06380-1-1 (精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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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繪畫 2.畫冊  947.39  

民主星火 : 1977 衝破戒嚴的枷鎖 / 張

辰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

社, 1101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01-993-5 (平裝) NT$300  

1.漫畫  947.41  

我這輩子還會發財嗎? / 何者工作室

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何者工作室, 

11011 .-- 34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78-0-8 (精裝) NT$499  

 947.41  

夜光斷風劍 : 柬埔寨.吳哥.第七之子 
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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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68 面; 

23 公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36) .-- 

ISBN 978-986-5588-53-3 (平裝)  

1.漫畫  947.41  

漫畫入門臨摹素材 這本就夠了 / 噠

噠貓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

出版社, 11012 .-- 208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7-733-5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漫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1  

精靈大陸與刻印的魔女 / Sakizo 作 ; 

李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59-8 (平裝)  

1.漫畫  947.41  

Moryo 的異世界奇幻作品集 / もりょ

著 ; 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69-7 (平

裝)  

1.插畫 2.畫冊  947.45  

黑白插畫的世界 : jaco 畫冊&插畫技

巧 / 玄光社作 ; 黃姿儀翻譯 .-- 新北

市 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2-02-9 (平裝) NT$40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就愛隨手畫插畫 : 1 支原子筆 O△□

畫出人人誇的圖案! / しろくまなな

みん作 ; 林佩蓉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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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2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54-8 (平裝) 

NT$32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韓國名師的姿勢繪畫指導課 / Rino 

Park 作 ; 陳聖怡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12 .-- 217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34-

2 (平裝) NT$38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120°22'E,22°20'N : 洪明爵創作集 / 洪

明爵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洪明爵, 

11011 .-- 120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56-2 (平裝) NT$80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大畫西游 = Journey to the west / 大未

來林舍畫廊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 未 來 林 舍 畫 廊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8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038-5-7 (精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如影 : 偕汝穎創作輯 / 偕汝穎創作 .-

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藝術人文三

創協會, 11011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4342-7-0 (平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*亞歷山大.帕特里克.杜岳.麥格雷戈

的有趣、完美、可預測的未來、未

來主義、未來派的故事 : 海灘豪華

渡 假 別 墅 的 故 事  = The Alexander 

Patrick Du Yue McGregor's funny 

perfect predictable future futurism 

futuristic stories : the beach luxury 

holiday house story / 杜岳作 .-- [臺北

市] : 杜岳, 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-9395-4 

(平裝) NT$95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*亞歷山大.帕特里克.杜岳.麥格雷戈

的有趣、完美、可預測的未來、未

來主義、未來派的故事 : 菲律賓冒

險的故事 = The Alexander Patrick Du 

Yue McGregor's funny perfect 

predictable future futurism futuristic 

stories : the Filipino adventure story / 杜

岳作 .-- [臺北市] : 杜岳, 11011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29-6 (平裝) NT$95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南 部 展 . 第 69 年  = Nan-pu Art 

Exhibition the 69th year 2021 / 李學富, 

劉俊禎, 蘇連陣, 陳文龍, 蕭木川, 吳

寶勝, 高聖賢, 林春榮, 蔡高明執行編

輯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臺灣南部美

術協會, 11011 .-- 108 面; 25X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1149-7-4 (平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逸筆藝趣. 2021 = Epic each : painting 

collections / 陳文輝等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陳文輝, 11010 .-- 6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43-2 (平裝) 

NT$42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華麗轉身 : 黃天虎創作畫冊 / 黃天虎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方圓

藝術文化基金會 , 11011 .-- 72 面 ; 

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210-6-

9 (精裝) NT$500  

1.繪畫 2.複合媒材繪畫 3.畫冊  

947.5  

臺灣美術的當代進行式 : 陪您看畫

100 天 / 潘蓬彬著 .-- 初版 .-- [宜蘭縣

壯圍鄉] : 社團法人臺灣美術協會 , 

11010 .-- 1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338-1-0 (平裝) NT$100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15 分鐘畫花草自學入門書 / zhao 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112 面; 23 公分 .-- (多

彩多藝 ; 9) .-- ISBN 978-957-686-816-0 

(平裝) NT$280  

1.繪畫技法  948  

一學就會!水彩實戰教室 : 從構圖、

簡單景物到經典技法,輕鬆掌握水彩

特性的 25 堂示範課,搭配影片 step by 

step 帶你一筆入魂! / 文少輝作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5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80-

3 (平裝) NT$450  

1.水彩畫 2.繪畫技法  948.4  

畫家之見 : 約翰.亞德利的水彩觀 / 約

翰.亞德利(John Yardley)著 ; 陳琇玲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1 .-- 144 面; 28 公分 .-- 經典紀念
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1-79-7 (平裝) 

NT$550  

1.水彩畫 2.繪畫技法  948.4  

夢幻水彩調色技法 : 水彩新手最想

學的配色與調色技法,看到什麼色,都

能調出來! / Ana Victoria Calderon 著 ; 

蔡伊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92-8 (平裝) 

NT$520  

1.水彩畫 2.繪畫技法 3.色彩學  

948.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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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百號油畫大展. 第 20 屆 = 2021 

National Large-sized Oil Paintings 

Exhibition / 陳佳君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112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39-

4 (精裝) NT$8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初心 : 張國二油畫創作展 = Beginner's 

Mind :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by Chang 

Kuo-Erh / 張國二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

市 政 府 文 化 局 葫 蘆 墩 文 化 中 心 , 

11011 .-- 76 面; 25X26 公分 .-- (藝術

薪火相傳: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. 第

11 屆)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

7001-40-0 (平裝) NT$35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邊吃邊畫 2.0 : 365 天跟著畫家吃遍台

南美食 / 侯文欽圖 ; 楊淑芬文 .-- 臺

南市 : 大復成東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2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33-0-5 (精裝) NT$600  

1.油畫 2.畫冊 3.餐飲業 4.臺南市  

948.5  

象形之外/IMAGO : 當代語境下的南

方形 / 廖小玲, 吳佳源, 林志祥編輯 .-

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化

局, 11010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5-56-8 (平裝)  

1.抽象藝術 2.現代藝術 3.作品集  

949.6  

攝影；電腦藝術 

攝影理論入門 / 楊椀爲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4-86-0 ( 平 裝 ) 

NT$550  

1.攝影  950.1  

全方位攝影講座開課囉! : 零基礎也

能速效學習的技巧指南 / 河野鐵平

攝影.文字 ; 萩原まお漫畫 ; 林克鴻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 , 

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80-8 (精裝)  

1.攝影 2.攝影技術  952  

舌尖上的攝影師 : 百飲募集-100 間美

食 攝 影 實 錄  = The 100 food 

photography / 李皓翔 Nick 著 .-- 初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面 白 創 意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2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43-0-2 (平裝) NT$570  

1.攝影技術 2.食物  953.9  

39.29 MHZ : 僑務委員會第 39 期海外

青年技術訓練班銘傳大學數位媒體

設計科畢業專刊 / 銘傳大學第 39 期

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

科全體畢業生圖文 .-- 桃園市 : 銘傳

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, 11012 .-- 1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84-34-

1 (精裝)  

1.數位藝術 2.數位媒體 3.作品集  

956  

秦無荒汽車數位藝術畫. 2021 = Chin 

Wu Huang 2021 automotiveart / 秦無荒

[作] .-- 臺北市 : 引目空間, 11011 .-- 

146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45-0-0 (精裝) NT$1800  

1.數位藝術 2.汽車 3.作品集  956  

噪音寂靜 : 王福瑞個展 / 王福瑞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王福瑞, 11011 .-- 

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52-4 (平裝) NT$600  

1.數位藝術 2.聲音 3.作品集  956  

增添角色魅力的著色與圖層技巧  : 

動漫人物的電繪上色技法 / kyachi 著 ; 

林芷柔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2-03-6 (平裝) 

NT$400  

1.動漫 2.電腦繪圖 3.繪畫技法  

956.6  

獸耳少女角色繪圖講座 / jaco, 佐倉

おりこ, しゅがお, ほし, 巻羊, リム

コロ作 ; 陳聖怡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12 .-- 159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35-

9 (平裝) NT$380  

1.電腦繪圖 2.繪畫技法 3.動漫  

956.6  

制服誘惑!校園生活妄想寫真集 / 門

嶋淳矢攝影 ; mintcrown 文 ; 何姵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965-9 (平裝)  

1.攝影集 2.人像攝影  957.5  

你 走 過 的 時 間 向 我 迎 面 而 來  = 

Toward me, you came / 陳冠良攝影 .-- 

初版 .-- 新竹市 : 陳冠良, 11101 .-- 124

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日對照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69-2 (精裝) NT$1500  

1.攝影集  957.9  

東方哲學 紀實攝影 : 臺中鐵路高架

化影像紀錄解析與欣賞  = Oriental 

philosophy vs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: 

analyze and appreciate the elevated 

image record of Taichung railway / 黃瑞

慶作 .-- 臺中市 : 博揚廣告企劃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96 面; 21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4792-3-3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攝影集 2.鐵路  957.9  

醉影金門 : 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

會 2021 年金門主題攝影暨文件展 = 

Intoxicating Kinmen : Society of 

Photographie Museum and Culture of 

Taiwan 2021 Kinmen Photography and 

Document Exhibition / 莊靈, 張國治, 

姜麗華, 吳宇凡撰文 ; 張國治主編 .-- 

臺北市 : 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, 

11010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1243-2-4 (平裝) NT$600  

1.攝影作品 2.史料 3.展覽 4.福建省

金門縣  957.9  

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 / 遠藤寬哉著 ; 

陳怡如翻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

館臺灣文獻館, 11011 .-- 1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57-8 (平裝) 

NT$200  

1.攝影集  957.9  

海峽兩岸攝影家攝影展. 2021 第三屆 

/ 桃園觀光雜誌社, 四川省旅遊協會

合編 .-- 桃園市 : 桃園觀光雜誌社, 

11011 .-- 160 面; 30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919-1-9 (平裝) NT$600  

1.攝影集  958  

大師臉書 = Taiwan master facebook / 

黃瑞慶作 .-- [臺中市] : 博揚廣告企劃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1X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4792-2-6 (平裝) 

NT$80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招.術 = Welcome : the art of invitation / 

游本寬[著]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游本

寬, 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

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-9457-9 (精裝) 

NT$8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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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攝影集 2.散文  958.33  

南投縣藝術家攝影協會攝影年鑑 . 

2021 / 南投縣藝術家攝影協會作 .-- 

南投市  : 南投縣藝術家攝影協會 , 

11012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55-0-8 (精裝) NT$60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高雄市攝影家協會會員攝影聯展專

輯. 2021 / 吳國芳, 施寶駒, 劉健華編

輯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攝影家協會, 

11011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1023-3-9 (平裝) NT$40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墨攝 X 後影像 : 黃瑞慶後影像創作

輯 / 黃瑞慶作 .-- 臺中市 : 博揚廣告

企劃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0 面; 21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792-1-9 (平裝) 

NT$45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工藝美術 

兩界 = The womb & the diamond / 蔡佳

葳著 .-- 臺北市 : Aparallax, 11011 .-- 

144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783-1-6 (平裝) NT$500  

1.裝置藝術 2.作品集  960  

現代.後現代 : 藝術與視覺文化理論 / 

廖新田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0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40-9 (平裝) 

NT$480  

1.視覺藝術 2.影像文化  960  

質韞珠光堪作鑒紋鏤花鳥具傳神  : 

國陶陶藝大師-許朝宗 ; 一花一世界 : 

纏花工藝國寶藝師-陳惠美 / 巫如琪

文字編輯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文

化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5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18-61-8 ( 精 裝 ) 

NT$1200  

1.民間工藝美術 2.作品集  960  

實踐設計學報 Praxes. 第十五期  = 

2021 Design journal Shih Chien 

University. no.15 / 丑宛茹總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, 11011 .-- 

114 面; 30 公分 .-- 年刊 .-- ISBN 978-

957-629-420-4 (平裝)  

1.設計 2.期刊  960.5  

工藝創作與文創設計學術研討會論

文集. 二零二一 = 2021 Conference on 

Crafts Creation, Cultural & Creativity 

Design / 劉立偉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 : 國立

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發行 , 

11012 .-- 8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96-6-9 (平裝) NT$200  

1.工藝設計 2.創意 3.文集  960.7  

世界的色彩配色手帖  : 取材七大

洲,116 個實用主題、2912 種文化發

想的創意提案 / 櫻井輝子著 ; 陳妍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0-187-9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色彩學 2.設計  963  

色彩 / 魯道夫.施泰納(Rudolf Steiner)

作 ; 林韋苓, 蔡仁芳譯 .-- 宜蘭縣冬山

鄉  : 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, 

11011 .-- 3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043-6-0 (平裝) NT$320  

1.色彩學 2.靈修  963  

台灣國際平面設計展作品專輯. 2020 : 

防疫滅毒&迎向未來 = 2020 Taiwan 

International Graphic Design Exhibition 

catalog : virus is over, face the futures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廣告創意協

會, 11010 .-- 1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7955-8-7 (平裝)  

1.平面設計 2.作品集  964  

龜毛機構設計 : 講究與將就 = Design 

secrets for mass production / 陳正倫

著 .-- 4 版 .-- 臺北市 : 陳正倫, 11010 .-

- 619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55-5 (平裝) NT$1680  

1.產品設計 2.機構學 3.工業設計  

964  

日本 Logo 設計教科書 / 植田阿希著 ; 

賴庭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

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80-7-7 (平裝) NT$650  

1.商標 2.標誌設計 3.平面設計  

964.3  

山海的傳技 : 器物之美 : 台灣原住民

海報雙年展得獎作品專刊. 第九屆 = 

Ancestral inheritance : the beauty of 

crafts : 2021 Taiwan biennial of 

indigenous poster design / 蔡進興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順益臺灣原住

民博物館, 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932-1-3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海報設計 2.作品集  964.4  

珍奇藝繡 : 「高英士先生刺繡蒐藏

展」特刊 / 黃靖慧, 簡易安主編 .-- 高

雄市 : 財團法人高雄市高英士中華

文化典藏教育基金會, 11011 .-- 17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03-2-0 (平

裝)  

1.刺繡 2.作品集  966.8  

在時代中綻放 : 全球華人傑出室內

設計金創獎第十屆得獎作品全集  / 

NAID 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

聯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和文創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84 面; 3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06-9-8 (精裝) 

NT$899  

1.室內設計 2.作品集  967  

華人室內設計經營智庫 100 / 漂亮家

居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536 面; 

25 公分 .-- (Designer class ; 14)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53-2 (平裝) NT$1680  

1.室內設計 2.企業經營 3.商業管理  

967  

彰顯百工技藝素人 . 肆 / 楊玉如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縣和美鎮 : 楊玉

如, 11011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48-7 (平裝) NT$420  

1.民間工藝 2.傳統技藝 3.人物志 4.

彰化縣  969  

技藝 

捲紙甜點設計 BOOK / なかたにもと

こ授權 ; 羅晴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Elegant-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: 悅智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80 面; 

26 公分 .-- (趣.手藝 ; 110) .-- ISBN 978-

957-9623-76-6 (平裝) NT$350  

1.紙工藝術 2.手工藝  972  

超級紙英雄聯盟 : 無敵戰士對決黑

暗勢力的最強變身! / 四方形大叔原

著 ; 陳盈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28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997-5 (平

裝)  

1.摺紙  972.1  

祇園香道用香工具書 / 蘇義哲著 .-- 

新北市 : 永正出版工作室, 11011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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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6959-6-1 (平裝) NT$980  

1.香道  973  

舞者筆記 : 跳舞的人那些事 / 陳蒨蒨, 

李艾倩, 孟佳, 武萌, 常肖妮著 ; 李宛

霖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25-5 (平裝) 

NT$280  

1.舞蹈  976  

戲劇 

監獄劇場 : 逆風行者 / 容淑華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, 

11010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35-1-1 (平裝) NT$350  

1.戲劇 2.表演藝術 3.戲劇治療  980  

站立喜劇大師從寫作到表演的幽默

聖經 / 茱蒂.卡特(Judy Carter)著 ; 商瑛

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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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58-1 (平

裝) NT$450  

1.戲劇理論 2.表演藝術 3.喜劇  

980.1  

再拒十八 : 銜尾而生 / 白斐嵐, 吳秉

臻, 吳思鋒, 秦 kanoko, 馬翊航, 陳佾

均, 黃思農, 黃亭瑋, 黃大旺, 曾彥婷

(河童), 楊子瑄, 蔣韜, 劉柏欣(小四), 

閻鴻亞(鴻鴻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再拒劇團, 11012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46-0-9 ( 平 裝 ) 

NT$1000  

1.再拒劇團 2.劇場藝術 3.表演藝術  

980.6  

後戲劇劇場 / 漢斯-蒂斯.雷曼(Hans-

Thies Lehmann)作 ; 李亦男譯 .-- 初

版 .-- [臺北市] : 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359-91-0 (平裝) NT$380  

1.劇場藝術 2.前衛藝術 3.德國  981  

戲曲演進史. 四, 金元明北曲雜劇(下)

與明清南雜劇 / 曾永義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(國學大叢

書 ) .-- ISBN 978-957-14-7316-1 ( 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317-8 (精裝)  

1.中國戲劇 2.戲曲史  982.7  

上一堂有趣的戲劇課 / 卡塔玲娜.馬

倫霍茲(Katharina Mahrenholtz), 朵恩.

帕里西(Dawn Parisi)著 ; 麥德文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32-9347-7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西洋戲劇 2.劇評  984  

電影研究導論 : 讓你看電影與眾不

同 / Ed Sikov 著 ; 廖澺蒼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;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96-5-2 (平裝) NT$360  

1.電影 2.電影理論 3.文化研究  987  

日本影畫感想 / 老溫, 雪倫湖, 李維合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0 .-- 13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5-66-3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1.電影 2.電視劇 3.影評  987.013  

世紀電影聖經 : 從默片、有聲電影

到數位串流媒體,看百年電影技術的

巨大飛躍,如何成就經典 / 馬克.庫辛

思(Mark Cousins)作 ; 蒙金蘭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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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552 面; 23 公分 .-- (Sasugas ; 

44) .-- ISBN 978-986-289-676-1 (精裝) 

NT$1200  

1.電影史 2.電影美學  987.09  

電影的口音 : 賈樟柯談賈樟柯 / 白睿

文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 , 

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白睿文訪

談錄 ; 1) .-- ISBN 978-986-445-558-4 

(平裝) NT$450  

1.賈樟柯 2.電影導演 3.訪談 4.影評 5.

中國  987.0992  

朴贊郁的蒙太奇手記 / 朴贊郁著 ; 胡

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

面; 23 公分 .-- (Origin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55-2 (平裝) NT$420  

1.朴贊郁 2.電影導演 3.影評 4.傳記  

987.31  

梅艷芳 Anita : 電影全紀錄 / 安樂影

片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水靈文創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

- (Fansapps ; 130) .-- ISBN 978-626-

95076-4-1 (平裝) NT$550  

1.梅艷芳 2.紀錄片 3.傳記  987.81  

定格動畫原廠國際認證課程 / 中華

數位音樂科技協會, 吳彥杰, 廖珮妤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4-921-0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動畫 2.基礎課程  987.85  

貝克特的廣播劇 : 探索聲音理論與

美 學 實 踐  = Samuel Beckett's radio 

plays : soundings in theory and aesthetic 

practice / 葉姿青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5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0-

187-6 (平裝) NT$200  

1.廣播劇 2.文學美學  989.1  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 

火箭發射 : 24 位當代馬戲大師的創

作方程式 / 凱蒂.拉弗斯(Katie Lavers), 

路 易 . 派 翠 克 . 勒 胡 (Louis Patrick 

Leroux), 瓊恩.伯特(Jon Burtt)著 ; 余岱

融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

(愛說戲) .-- ISBN 978-957-445-969-8 

(平裝) NT$350  

1.雜耍 2.表演藝術 3.藝術評論  

991.93  

台灣觀光年報. 中華民國 109 年 = 

Annual report on tourism 2020 Taiwan, 

Republic of China / [交通部觀光局

編 ] .-- 臺 北 市  :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, 

11010 .-- 231 面; 28 公分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531-344-9 (平裝) 

NT$400  

1.交通部觀光局  992.061  

太魯閣行旅散記. 2 / 許哲齊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文創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562-2-2 (平裝) NT$400  

1.旅遊文學 2.太魯閣國家公園  

992.3833  

手作之道 : 築路,與自然對話的山徑

美學 /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果力文化, 漫遊者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雁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

面; 23 公分 .-- (千里步道系列 ; 2) .-- 

ISBN 978-986-06336-8-9 ( 平 裝 ) 

NT$4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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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登山 2.健行 3.臺灣  992.77  

手作步道 : 體驗人與自然的雙向療

癒 /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果力文化, 漫遊者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(千里步道系列 ; 1) .-- ISBN 

978-986-06336-7-2 (平裝) NT$480  

1.登山 2.健行 3.臺灣  992.77  

登山健行 Q&A : 超圖解、最全面的

戶外活動知識指南 / ワンダーフォ

ーゲル編集部作 ; 黃致鈞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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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51-7 (平裝) NT$320  

1.登山 2.問題集  992.77  

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暨登

山安全講習論文輯. 110 年第二十二

屆  = 22nd National Youth 

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 / 丁誌魰 , 

王俊杰, 王偉琴, 何中達, 吳君燁, 吳

冠璋, 吳崇旗, 周淑圓, 林育萱, 胡慶

宜, 張睿和, 曹牧恩, 陳康芬, 黃一元, 

楊志明, 楊礎豪, 蔡錦雀, 鄭安睎, 蕭

如軒, 蘇友瑞作 .-- [臺北市] : 中華民

國大專登山聯盟, 11010 .-- 18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804-4-1 (平裝)  

1.登山 2.文集  992.7707  

推理破案王 : 祕密殺人事件簿 / 羅亮

淳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

分 .-- (幻想家 ; 64) .-- ISBN 978-986-

453-156-1 (平裝) NT$250  

1.益智遊戲  997  

視覺思考遊戲書  / 葛瑞斯 .摩爾著

(Gareth Moore) ; 翁雅如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(Creative ; 170) .-- 

ISBN 978-986-179-702-1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1.益智遊戲  997  

趣味圍棋入門 / 馬媛媛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版社, 11012 .-- 

238 面; 21 公分 .-- (棋藝學堂 ; 15) .-- 

ISBN 978-986-06717-5-9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圍棋  997.11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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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60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73-

4 (第 21 冊:平裝)  

1.數學遊戲  997.6  

挑戰數獨 / 張惠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516-88-8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16-89-5 (第

2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-

5516-90-1 (第 3 冊:平裝) NT$320 .-- 

ISBN 978-986-5516-91-8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32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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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-

85-7 (第 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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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-

84-0 (第 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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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-

87-1 (第 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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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6-

86-4 (第 40 冊:平裝) NT$149  

1.數學遊戲  997.6  

女性普拉模的塗裝教科書 / HOBBY 

JAPAN 編集部作 ; 劉姍珊翻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9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45-7 (平裝) NT$420  

1.模型 2.工藝美術  999  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
目錄 

政府出版品 

٢٠٢٢ـ٢٠٢١٠وانتاي عن لمحة /editors Jeff 

Lee, Ed Moon, Torie Gervais, Pat Gao, 

Jim Hwa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外交

部, 11012 .-- 96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47-41-0 (平裝) NT$70  

ไตห้วนัในหน่ึงนาท.ี 2021-

2022/บรรณาธกิาร Jeff Lee, Ed Moon, 

Torie Gervais, Pat Gao, Jim Hwang .-- 1st 

ed. .-- 臺北市 : 外交部, 11011 .-- 96 面; 

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7-39-7 (平

裝) NT$70  

Coup d'œil sur Taiwan. 2021-

2022/rédaction Jeff Lee, Jim Hwang, Par 

Gao, Edward Moon, Torie Gervais .-- 1re 

éditio .-- 臺北市 : 外交部, 11011 .-- 96

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7-34-

2 (平裝) NT$70  

Esbozo de Taiwan. 2021-2022/rédactores 

Jeff Lee, Jim Hwang, Par Gao, Edward 

Moon, Torie Gervais .-- 1st ed. .-- 臺北

市 : 外交部, 11011 .-- 96 面; 1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47-35-9 ( 平 裝 ) 

NT$70  

HPV 疫苗衛教手冊(民眾版)/衛生福

利部國民健康署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

市 : 健康署, 11010 .-- 25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9-50-4 ( 平 裝 ) 

NT$29  

Introduction to Biotechnology and 

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in Taiwan 

(R.O.C). 2022/editor Biotechnology & 

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

Office,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工業局, 11010 .-- 2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02-

0 (平裝) NT$100  

MỘT THOÁNG ĐÀI LOAN. 2021-

2022/biên tập Jeff Lee, Jim Hwang, Par 

Gao, May Tseng, Ed Moon, Torie 

Gervais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外交部, 

11011 .-- 96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47-36-6 (平裝) NT$70  

ROC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

2021/edited by 2021 National Defense 

Report Editorial Committee, Republic of 

China .-- first ed. .-- 臺北市 : 國防部, 

11010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46-94-9 (平裝) NT$290  

Security Turbulence in Asia: Shaping 

New Strategy in Japan and Taiwan/edited 

by Fu-Kuo Liu, Dean Karalekas, 

Masahiro Matsumura .-- 1st ed. .-- 臺北

市 : 政大臺灣安全研究中心, 11010 .-

- 14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53-0-0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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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kilas Taiwan. 2021-2022/editor Jeff 

Lee, Ed Moon, Torie Gervais, Pat Gao, 

Jim Hwang .-- edisi pert .-- 臺北市 : 外

交部, 11011 .-- 96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47-40-3 (平裝) NT$70  

Taiwan auf einen Blick. 2021-

2022/redaktion Jeff Lee, Jim Hwang, Par 

Gao, Ed Moon, Torie Gervais .-- 1st ed. .-

- 臺北市 : 外交部, 11011 .-- 96 面; 1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7-38-0 (平裝) 

NT$70  

Taiwan Constitutional Court Annual 

Report 2020/ .-- 臺 北 市  : 司 法 院 , 

11011 .-- 72 面; 22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99-07-5 (精裝)  

Taiwan new year bird count annual report. 

2021/authors Lin Da-Li, Tsai Chih-Yi, 

Chao Jung, Scott Pursner, Allen Lyu, Lin 

Kun-Hai, Chiang Kung-Kuo, Lin Ruey-

Shing .-- 南投縣 :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

心, 1101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76-7 (平裝) NT$200  

Taiwan uma visão panorâmica. 2021-

2022/editores Jeff Lee, May Tseng, Jim 

Hwang, Ed Moon, Torie Gervais .-- 1ª 

edição .-- 臺北市 : 外交部, 11012 .-- 96

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7-42-

7 (平裝) NT$70  

The memorandum for the next 

generation/editors Joy Chia-Yi Lin, Yuen 

Ting Wan, Kuan-I Ho .-- 臺南市 : 成大, 

11010 .-- 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43-5-8 (平裝)  

Знакомьтесь: 

ТАЙВАНЬ. 2021-

2022/pедакторы 

Джефф Ли, Эд Мун, 

Тори Джервис, Паr 

Гао, Джим Хуан .-- 1-е 

издани .-- 臺北市 : 外交部 , 

11011 .-- 96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47-37-3 (平裝) NT$70  

大衍之年 鼎新傳承: 國立彰化師範

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特刊/林千惠總編

輯 .-- 彰化縣 : 彰師大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8490-5-0 (PDF)  

大型活動志工運用與管理: 台灣燈會

在 屏 東 = The toolkit of mega event 

volunteer management/黃淑芬著 .-- 初

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11 .-- 17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49-

8 (平裝) NT$439  

小 喜 與 朋 友 們 2021= Chelsea and 

friends 2021/侯慧, 王曉鳳編 .-- 第 1

版 .-- 臺北市 : 疾管署, 11010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469-57-3 (全套:平裝) 

NT$499  

中古文學論叢/林文月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50-516-7 

(EPUB)  

*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: 臺灣出兵

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/羅伯特.埃斯

基爾森(Robert Eskildsen)作 ; 林欣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02-0 (PDF)  

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: 臺灣出兵與

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/羅伯特.埃斯基

爾森(Robert Eskildsen)作; 林欣宜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04-4 (EPUB)  

*水產概論/韓玉山, 黃怡誠, 黃振庭, 

張以杰, 許翔奕, 張芳齊, 陳石崇作; 

韓玉山, 黃怡誠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98-6 (PDF)  

水產概論/韓玉山, 黃怡誠, 黃振庭, 張

以杰, 許翔奕, 張芳齊, 陳石崇作;韓玉

山, 黃怡誠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大出版中心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06-8 (EPUB)  

火場實紀: 那些火場告訴我們的事/

簡奕帆, 藍御禎, 王翎雅, 鄭智遠, 顏

伯任, 蘇宜卉, 羅健源, 毛茗瑋, 林博

文, 吳振瑲, 林柏勳, 熊新民編輯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桃市消防局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40-1 

(PDF) NT$400  

台湾のしおり. 2021-2022/李家豪, Ed 

Moon, Torie Gervais, 高志仁, 黄之寅

編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外交部 , 

11011 .-- 96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47-33-5 (平裝) NT$70  

市民畫廊: 物換星移的遊戲: 黃鈴詠

個展= Water under the Bridge: A Game 

of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: Huang 

Ling-yung/魏鎮中執行編輯  .-- 第一

版 .-- 高雄市 : 高市美術館, 11010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

57-5 (平裝) NT$250  

古典小說散論/樂蘅軍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50-517-4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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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19-8 (EPUB)  

*田野敲敲門: 現地研究基本功/洪伯

邑, 陳懷萱, 黃舒楣, 黃書緯, 呂欣怡, 

陳怡伃合著; 洪伯邑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99-3 (PDF)  

*田野敲敲門: 現地研究基本功/洪伯

邑, 陳懷萱, 黃舒楣, 黃書緯, 呂欣怡, 

陳怡伃合著; 洪伯邑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50-503-7 

(EPUB)  

*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: 從日治

到當代/林姵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大出版中心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0-497-9 (PDF)  

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: 從日治到

當代/林姵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大出版中心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07-5 (EPUB)  

台灣常用飼料原料應用 /黃士哲編

著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 : 宜蘭大學 , 

11010 .-- 6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487-5-6 (平裝) NT$150  

有機液肥的製作及應用/林永鴻著 .-- 

屏東縣 : 屏東科大農推會, 11010 .-- 

3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0-

2-7 (平裝)  

亞洲生技大展農業科技館成果專刊. 

2021/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農委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79-8 (PDF)  

金音創作獎入圍專刊 . 第十二屆= 

Golden Indie Music Awards/林御翔總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

音樂產業局, 11011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2-442-1 (平裝附光

碟片) NT$150  

金漫獎頒獎典禮暨系列交流活動導

覽手冊. 第十二屆= 12th Golden comic 

awards & connection+/陳瑩芳總編輯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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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文化部, 11010 .-

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35-3 (平裝) NT$250  

表演藝術的靈光上線: 2020 愛丁堡藝

穗節臺灣季論壇/李惠美, 李伊(Verity 

Leigh), 王孟超 , 黃本婷 , 摩瑞 .戴姿

(Morag Deyes), 張世杰, 姚立群, 何怡

璉 , 李 婉 菁 , 凱 倫 . 安 德 森 (Karen 

Anderson), 林人中, 陳武康, 貢幼穎, 

陳 素 音 (Faith Tan), 陳 彥 斌 (Fangas 

Nayaw), 林其蔚, 江政樺, 鄒鳳芝, 瓦

旦.督喜, 東冬.侯溫(Dondon Hounwn), 

林安琪 (Ciwas), 張怡馨 , 雅各 .伯麥

(Jacob Boehme), 唐 納 德 . 赫 特 拉

(Donald Hutera)口述; 陳韋臻主編; 洪

健倫, 白斐嵐, 賴柔蒨, 謝以萱譯 .-- 新

北市 : 文化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25-4 (PDF)  

昆蟲應用於動物飼料產業現況研討

會專刊. 2021/王泰權, 石憲宗, 吳明城, 

李啟陽, 李懿珊, 林彣郁, 林盈甄, 林

娟如, 姚美吉, 洪乙庭, 馬威鈞, 張淑

貞, 梁佑全, 莊凱恩, 郭怡君, 郭恬岎, 

陳妤欣, 陳昌岑, 陳健忠, 陳培梅, 陳

淑佩, 楊文欽, 楊詠嵐, 葉昇炎, 鐘仁

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農委會農試

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5-71-2 (PDF)  

前世今生臺灣玉/方建能, 余炳盛, 宋

聖榮, 郭力維, 陳惠芬, 黃翠梅作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博物館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24-7 (PDF)  

氣象百年沿革: 氣象聯隊史蹟文獻集

/劉衍淮, 朱文榮, 王時鼎, 林則銘, 梁

瑞禎, 俞家忠, 陳學溶, 章世珣, 宋文

徵, 曲克恭, 劉廣英, 俞川心, 徐天佑, 

張儀峰, 葉文欽, 高台潤, 翁進登, 陶

家瑞, 林得恩, 楊忠權, 張文弘, 朱炯

光, 崔怡楓, 何台華, 鄭哲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空軍氣象聯隊, 11012 .-

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46-97-0 (精裝) NT$550  

通天 maraisi subelebelenge/dritjang 王

正杰, tanubake 盧天佑, venenge 羅宇

晞, maleveleve 步沛紜, zuluzulu 賴加

宴, lavulavu 高亭瑄故事編冩.繪圖; 

kuliw 鄭其宗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縣

霧臺國小, 110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72-48-1 ( 精 裝 ) 

NT$250  

偶然人間/葉玫霖展覽編輯 .-- 新北

市 :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64-2 

(PDF)  

智造時代: 從製造到「智造」、滯銷

往「智銷」,傳統產業的產銷新思維/

許輝煌著 .-- 嘉義縣 : 中正大學企管

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55-6-3 (EPUB)  

*閒暇、身體與政治: 近代中國游泳

文化/潘淑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大出版中心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00-6 (PDF)  

*閒暇、身體與政治: 近代中國游泳

文化/潘淑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大出版中心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05-1 (EPUB)  

勞資爭議類型化個案選輯. 第十八輯

= Selection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

disputes/吳仁煜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

北市勞工局, 11012 .-- 10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58-1 (平裝)  

臺中市都市發展年報. 2020: 潮流之

都 ,臺中好巢= = Urban development 

annual report, Taichung City/紀英村, 謝

美惠, 曾文誠, 蔡青宏, 林憲谷, 吳信

儀, 賴祐成, 張洲滄, 賴宗達, 朱文彬, 

陳碩怡, 洪唯禎, 吳俊煒, 曾傅宜編輯

委員 .-- 臺中市 : 中市都市發展局, 

11010 .-- 1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1-43-1 (平裝)  

臺北市防災易讀手冊. 2, 颱風來了怎

麼辦/陳政維, 陳俊豪, 趙欣, 林冠泓, 

江元淞, 蔡緯屏, 李欣妍, 林祺峯, 林

建佑, 曾家彬, 潘宗毅, 黃琴茹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北市消防局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48-7 (PDF)  

臺北市政府廉能透明獎專刊. 第 8 屆

/鄭智元, 陳宗民, 郭欣瑀, 辛韋函, 黃

婉玲, 后佳瑜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
政風處, 11011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2-49-4 (平裝)  

臺 北 市 農 業 政 策 白 皮 書 = Taipei 

agricultural policy/ .-- 臺北市 : 北市產

發局, 11010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2-44-9 (平裝)  

*綠色桃園. 2021: 低碳生活綠悠遊/桃

園市政府環保局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

市府, 1101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0-39-5 (平裝)  

臺南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. 中華民國

109 年=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family 

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 Tainan City of 

Republic of China, 2020/臺南市政府主

計處編 .-- 臺南市 : 南市府, 11010 .-- 

14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

48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精進現況 儲備未來: 系統性經驗傳

承/高壽延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北榮

總, 11010 .-- 30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41-8 (精裝)  

精進現況 儲備未來: 溫馨小故事集

錦/高壽延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北榮

總, 11010 .-- 24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42-5 (精裝)  

慢經濟 in Taitung= Taitung 2030/曹劍

秋總編輯 .-- 臺東縣 : 東縣府, 11011 .-

- 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9-

60-8 (平裝) NT$250  

漢魏六朝文學論集/廖蔚卿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18-1 

(EPUB)  

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/海

中雄主編 .-- 新北市 : 文化部, 11012 .-

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30-8 (第 15 冊:精裝) NT$1000  

臺灣國際人權影展專刊. 2021/謝以萱

主編 .-- 新北市 : 國家人權博物館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2-432-2 (PDF)  

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年度報告. 2021/

林大利, 蔡芷怡, 趙容, 潘森識, 呂翊

維, 林昆海, 蔣功國, 林瑞興作 .-- 南投

縣 :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, 11012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

77-4 (平裝) NT$200  

臺灣總督府檔案原住民族土地目錄

資料彙編/王學新編著 .-- 南投市 : 國

史館臺灣文獻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24-58-5 (EPUB)  

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臺北市都市更

新重建案件執行情形/審計部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審計部, 11010 .-- 21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51-6 (平

裝) NT$100  

*龍淵述學/鄭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大出版中心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01-3 (PDF)  



93 

 

*龍淵述學/鄭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大出版中心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08-2 (EPUB)  

聽見臺北的聲音: 臺北廣播電臺 60

週年專刊/陳祈嘉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臺北電臺, 11011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2-45-6 (平裝)  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

(月考王)普通型高級中學公民與社

會(乙版). 2/全國名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11 .-- 1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210-5 (平

裝) NT$188  

(升科大四技)物理(B)(歷年試題+模

擬考)/龍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26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76-5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英文測驗卷/賴祖

兒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0 .-- 96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72-7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英文閱讀與寫作

總複習測驗卷/吳熙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80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89-

5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國文測驗卷/邱鉦

倫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1 .-- 112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85-7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會計學總複習測

驗卷/梁若涵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72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90-1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數學(A)測驗卷/學

寧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84-0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數學(B)商職總複

習測驗卷/許志豪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00-

7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數學(C)工職測驗

卷/學寧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0-678-9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機械力學總複習

測驗卷/杜雅棋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13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91-8 (平

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機械基礎實習總

複習測驗卷/何奕漢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64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86-

4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餐飲服務技術總

複習測驗卷/畢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62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88-

8 (平裝)  

(考前攻略)分科測驗 16 週. 數學甲/黃

峻棋, 黃易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龍騰文化, 11011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9-211-2 ( 平 裝 ) 

NT$375  

*(技術士)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

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祕笈/呂俊

彥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679-6 (PDF)  

(金融證照)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主

題式題庫(含歷年試題解析)/黃秋樺

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
文化, 11010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673-4 (平裝)  

*(國民營事業)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

政類超強 5 合 1 題庫/千華名師群編

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680-2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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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67-3 (PDF)  

(教甄教檢)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

分類試題/徐弘縉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71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12-

0 (平裝)  

2021(土木類)中油招考(題庫版)/高朋, 

尚榜, 德芬, 林志憲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冊 .-

- ISBN 978-986-520-709-0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公用事業輸氣類/油料及天然氣

操作類)中油招考(題庫版)/高朋, 尚

榜, 德芬, 千華編委會, 何曜辰編著 .-- 

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711-

3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加油站儲備幹部類 )中油招考

(題庫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千華編委

會, 鄭祥瑞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0-706-9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車輛修護類)中油招考(題庫版)/

高朋, 尚榜, 德芬, 何曜辰, 甄家灝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07-6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事務類)中油招考(題庫版)/高朋, 

尚榜, 德芬, 歐欣亞, 陳金城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710-

6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航空加油類/油罐汽車駕駛員)

中油招考(題庫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

何曜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08-3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探採鑽井類)中油招考(題庫版)/

高朋, 尚榜, 德芬, 陸冠奇, 何曜辰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04-5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電氣類/電機類)中油招考(題庫

版)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陸冠奇, 鄭祥瑞
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
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0-705-2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儀電類)中油招考(題庫版)/高朋, 

尚榜, 德芬, 陸冠奇, 甄家灝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703-

8 (全套:平裝)  

2021(機械類)中油招考題庫版/高朋, 

尚榜, 德芬, 何曜辰, 林柏超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702-

1 (全套:平裝)  

2022(共同科目)升科大四技課文版套

書/李宜藍, 劉似蓉, 高偉欽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681-

9 (全套: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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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(商業與管理群)升科大四技題庫

版套書/王志成, 甄帥, 林柏超, 陳智音
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
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0-683-3 (全套:平裝)  

2022(機械群)升科大四技題庫版套書

/黃蓉, 湯齊, 杜主, 李國豪, 盧彥富, 何

曜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0-682-6 (全套:平裝)  

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檢定 3 回模擬試

題+詳解(兒青版)/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30-6-1 (PDF)  

Aptis 普思國際英語檢定 3 回模擬試

題+詳解(通用版/職場版)/賴世雄作 .-

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常 春 藤 有 聲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30-5-4 (PDF)  

BBQ 文法微講義(適南版). 英語. 2/沈

芷楹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24-9 (平裝) NT$110  

BBQ 文法微講義(適南版). 英語. 4/沈

芷楹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25-6 (平裝) NT$110  

BBQ 文法微講義(適南版). 英語. 6/蔡

逸夫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28-7 (平裝) NT$110  

BBQ 文法微講義(適康版). 英語. 2/黃

懷萱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26-3 (平裝) NT$110  

BBQ 文法微講義(適翰版). 英語. 2/黃

鈺淇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27-0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自然. 2/慷晞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23-

2 (平裝) NT$9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國文. 2/丁美仁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03-4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國文. 4/丁美仁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02-7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國文. 6/南一國

文領域教材編撰團隊, 陳人豪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01-0 (平裝) 

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數學. 2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14-0 (平裝) 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數學. 4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13-3 (平裝) 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數學. 6/南一數

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15-7 ( 平 裝 ) 

NT$12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英語. 4/黃懷萱, 

南一英語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20-1 (平裝) 

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英語. 6/Ching 

Shih, 南一英語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6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21-

8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國文. 2/南一國

文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06-5 ( 平 裝 ) 

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國文. 4/李志偉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05-8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國文. 6/陳元貞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04-1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數學. 2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10-2 (平裝) 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數學. 4/南一數

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2-12-6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數學. 6/南一數

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11-9 ( 平 裝 ) 

NT$12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英語. 4/李婕妤, 

南一英語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19-5 (平裝) 

NT$110  

BBQ 微 講 義 ( 適 翰 版 ). 英 語 . 

6/Roxanne 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22-5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國文. 2/南一國

文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09-6 ( 平 裝 ) 

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國文. 4/鄭世彬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07-2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國文. 6/楚漢民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08-9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數學. 2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17-1 (平裝) 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數學. 4/南一數

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2-16-4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數學. 6/南一數

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18-8 ( 平 裝 ) 

NT$120  

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聽力實戰

力 Level Up!(試題+詳解)/賴世雄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30-7-8 

(PDF)  

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閱讀實戰力

Level Up!試題+詳解/賴世雄作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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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30-4-7 

(PDF)  

Giraffeland(student book)/writer/editor 

Edward 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 

Emily Jones, Amber Hsieh .-- 臺北市 : 

長頸鹿文化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65-6-4 (第 7 冊:平

裝)  

Go Magic!(student book)/朱育瑩主編 .-

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12 .-- 95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00-

1 (第 4 冊:平裝)  

Go Magic!(workbook)/朱育瑩主編 .-- 

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11 .-- 67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01-

8 (第 4 冊: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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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/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.-- 1st 

ed. .-- 高雄市  : 肯塔基文教企業 , 

11011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66-2-4 (平裝)  

Let's talk kentucky(workbook A). book 

5/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.-- 1st 

ed. .-- 高雄市  : 肯塔基文教企業 , 

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66-3-1 (平裝)  

Let's talk kentucky(workbook B). book 

5/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.-- 1st 

ed. .-- 高雄市  : 肯塔基文教企業 , 

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66-4-8 (平裝)  

Taking off intro(student's book)/希伯崙

編輯團隊作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

11011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1-612-7 (平裝)  

Taking off intro(workbook)/希伯崙編

輯團隊作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

11011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1-613-4 (平裝)  

Tree house(homework book). 9/writers 

Duane E. Jones, Sherry Pu .-- 1st ed. .-- 

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11 .-- 4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9-7-6 (平裝)  

Tree house(textbook). 9/writers Kyle J. 

Olsen, Duane E. Jones, Jacob Lugwig, 

Sandy Hu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

仁, 11011 .-- 1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99-5-2 (平裝)  

Tree house(workbook). 9/writers Duane 

E. Jones, Jacob Ludwig, Sandy Huen, 

Kyle J. Olsen, Keith Beckett .-- 1st ed. .-

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11 .-- 68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9-6-9 (平裝)  

Typing Credential 中英文輸入訓練認

證教材/e 檢研究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0 .-- 15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50-1 (平

裝)  

一本搞定 高分過關!GEPT 新制全民

英檢中高級 5 回必勝模擬試題+詳解

(初試+複試)/賴世雄, 梁民康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2-9-8 

(PDF)  

一本搞定國考英文/水晶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10 .-- 46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47-

4 (平裝) NT$530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自然科學(教

師用書) 3 下/楊宗榮, 張淵菘, 林英杰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75-5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自然科學. 3 下

/楊宗榮, 張淵菘, 林英杰編寫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76-

2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社會(教師用

書). 3 下/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

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009-2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社會. 3 下/康

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10-8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國語(教師用

書). 1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

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

32-7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國語(教師用

書). 2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

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

30-3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國語(教師用

書). 3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

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

34-1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國語. 1 下/康

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33-4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國語. 3 下/康

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02-0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數學(教師用

書). 1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

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

98-3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數學(教師用

書). 2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

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

99-0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數學(教師用

書). 3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

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001-6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數學. 1 下/康

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97-6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. 數學. 3 下/康

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00-9 (平裝)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麻辣講義. 數學. 3 下

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6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02-3 (平裝) 

NT$25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自修. 自然科學. 

3 下/陳淑苾, 周宜璇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60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15-0 (平

裝) NT$39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自修. 社會. 3 下

/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60 面; 28 公



96 

 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08-5 (平裝) 

NT$39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自修. 國語. 1 下

/鄒敦怜, 游慧玲, 張慈麟, 王美玲編

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1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18-1 (平裝) NT$49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自修. 國語. 3 下

/鄒敦怜, 林麗麗, 賴瑩蒨, 王美玲, 游

慧玲, 劉毓婷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1-17-4 ( 平 裝 ) 

NT$49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自修. 數學. 1 下

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96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04-7 (平裝) 

NT$49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自修. 數學. 3 下

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208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05-4 (平裝) 

NT$49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評量. 生活. 1 下

/丁思與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1 .-- 12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19-8 (平裝) NT$25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評量. 自然科學. 

3 下/彭文萱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1-23-5 ( 平 裝 ) 

NT$21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評量. 社會. 3 下

/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2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11-5 (平裝) 

NT$21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評量. 國語. 1 下

/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21-1 (平裝) 

NT$21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評量. 國語. 3 下

/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2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22-8 (平裝) 

NT$21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評量. 數學. 1 下

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2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96-9 (平裝) 

NT$210  

十二年國教國小學習評量. 數學. 3 下

/數學科編輯小組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003-0 ( 平 裝 ) 

NT$210  

小手玩數學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2-368-

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69-4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12-384-7 (第 6 冊:平裝)  

土地利用/許文昌, 林玉祥編著 .-- 20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56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37-

2 (平裝) NT$580  

土地法規/洪正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0 .-- 41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76-1 (平

裝)  

土 地 法規 : 地 政士 強登 金榜 寶 典 . 

2022 版/強登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
化, 11010 .-- 5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5-789-5 (平裝) NT$560  

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: 測驗&申論

完全攻略(地政士特考專用)/蕭強編
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0 .-- 7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10-1 (平裝) NT$660  

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: 測驗&申論

完全攻略(高普考專用)/蕭強編著 .-- 

七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10 .-- 7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09-5 (平裝) NT$660  

土地稅法規 /洪正 , 劉力編著 .-- 十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

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78-5 (平裝)  

土地稅法規: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. 

2022 版/強登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
化, 11010 .-- 5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5-790-1 (平裝) NT$560  

土地登記/許文昌編著 .-- 20 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65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39-6 (平裝) 

NT$650  

土地登記/陳淑美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90-6 (PDF)  

土地登記實務/洪正編著 .-- 十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0 .-- 38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77-

8 (平裝)  

土地登記實務/許文昌編著 .-- 28 版 .-

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64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60-0 (平

裝) NT$600  

土地登記實務: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

/強登編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
化, 11010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5-788-8 (平裝) NT$550  

土 地經 濟學 (圖 形分 析 )/許文昌 編

著 .-- 14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0 .-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57-0 (平裝) NT$650  

工業用地開發暨特定工廠登記實務/

林育智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3-021-7 ( 平 裝 ) 

NT$1200  

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(決戰必勝本)= 

SAT grammar review test/ 張 維 總 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張維英文 , 

11010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374-81-4 (平裝) NT$150  

*化工裝置/葛洪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鼎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26-7 (PDF)  

文 化 節 走 秀 = ោ   ោ ដ្ ើ បង្ហា ញម 

  ដមក្ហា ោរេ វបបធម៌/鄒明貴圖; 王品

淨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54-

8 (平裝) NT$100  

文 化 節 走 秀 = ယဥ က ် ်  မှုကန ဖ 

ရှငပ ွဲ/鄒明貴圖; 王品淨文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30-34-0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文 化 節 走 秀 = 

งานแฟชัน่โชวเ์ทศกาลวฒันธรรม/ 鄒

明貴圖; 王品淨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14-2 (平裝) NT$100  

文化節走秀= Biểu diễn Ngày Văn hó

a/鄒明貴圖; 王品淨文 .-- 臺北市 : 教

育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2-82-5 (平裝) NT$1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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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節走秀= Pagmomodelo sa Pista ng 

Kultura/鄒明貴圖; 王品淨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0-24-1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文化節走秀= Pentas Kebudayaan/鄒明

貴圖; 王品淨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2-92-4 (平裝) NT$100  

文 化 節 走 秀 = Pertunjukan Hari 

Kebudayaan/鄒明貴圖; 王品淨文 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44-9 (平裝) 

NT$100  

公司法/江赫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44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17-0 (平

裝) NT$550  

公司法(含 1、2 試)爭點極速建構/育

律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, 

11011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92-2-8 (平裝) NT$650  

月考好試多. 公民與社會. 2/李嘉月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9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20-2 (平

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地理. 2/紫鈴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10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19-6 (平

裝)  

月考好試多. 歷史. 2/張哲倫, 林宏, 梁

德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

1101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18-9 (平裝)  

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/劉文博著 .-- 八

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0 .-- 67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4-0-2 (平

裝) NT$530  

升科大四技: 程式設計實習總複習/

陳建宏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

11010 .-- 2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64-374-5 (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二專飲料實務測驗卷/畢

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0 .-- 64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71-0 (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萬

試達總複習/淑蕙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06968-9-9 (全套: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複

習計畫. IV/陳文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11 .-- 14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8-8-2 (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新焦點經

濟學總複習/林虹妙編著 .-- 6 版 .-- 新

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11 .-- 32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2-0-4 (下冊:

平裝)  

升科大四技會計學高效率總複習/陳

文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

書, 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68-6-8 (下冊:平裝)  

分科週衝刺模擬題本. 化學/江選毅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1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26-

4 (平裝)  

分科週衝刺模擬題本. 生物/顏嘉怡, 

黃寶如, 陳功道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

1101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27-1 (平裝)  

分科週衝刺模擬題本. 物理/齊正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12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25-7 (平

裝)  

分科週衝刺模擬題本. 數學甲/梁勇

能 , 吳泓誼編著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24-0 (平裝)  

中級會計學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研究

中心編著 .-- 1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
化, 11011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866-2 (平裝) NT$580  

中級會計學題庫完全制霸 /鄭泓編
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0 .-- 9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42-6 (平裝) NT$750  

公務人員考試公共政策/太閣編 .-- 六
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5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38-0 (平

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公共管理(含概要)/太

閣 編  .-- 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鼎 文 , 

11011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37-3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中華民國憲法/廖震編

著  .-- 十 六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鼎 文 , 

11011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34-2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行政法(含概要)/簡亞

淇編 .-- 十五版 .-- 臺北市  : 鼎文 , 

11011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36-6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兩岸關係.速捷一本通/

胡長瑛編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

11011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39-7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法學緒論 /胡劭安編

著  .-- 十 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鼎 文 , 

11011 .-- 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33-5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政治學(含概要)/太閣

編  .-- 十 四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鼎 文 , 

11011 .-- 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35-9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保險學(含概要)/平心

編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

5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

42-7 (平裝)  

不動產投資分析/許文昌編著 .-- 20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57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61-

7 (平裝) NT$600  

不 動產 估價 (財 務分 析 )/許文昌 編

著 .-- 12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67-9 (平裝) NT$550  

不動產估價實務/許文昌編著 .-- 20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46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62-

4 (平裝) NT$550  

*心理學(包括諮商與輔導)歷屆申論

題庫/喬伊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志

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550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08-8 (平裝) 

NT$620  

*心理學(含諮商與輔導)(含概要)/宋

怡靜編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 : 鼎文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2-25-0 (PDF)  

化學歷屆試題精解 /梁傑編著  .-- 7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61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30-

3 (平裝) NT$700  

日檢 N5-N3 文法+單字精選模擬試題

套書組/雅典日研所企編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雅典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008-6-4 (全套:平裝) 

NT$54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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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成章(最新彩色修訂版)/國語科

教材研發小組編輯 .-- 修訂 1 版 .-- 臺

南市 : 企鵝創意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547-71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547-72-1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547-73-8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47-74-5 (第 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47-75-2 
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47-

76-9 (第 6 冊:平裝)  

北北基都會前測式復習講義. 英語/

陳伶, 王巧文, 黃懷萱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0 .-- 33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64-4-4 ( 平 裝 ) 

NT$395  

北北基都會前測式復習講義. 數學/

楊晶晶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64-5-1 (平裝) NT$395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南版). 自然與生

活科技. 3/簡良諭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
億興業, 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2-26-4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南版). 自然與生

活科技. 4/簡良諭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
億興業, 11010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2-27-1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南版). 自然與生

活科技. 5/謝甫宜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
億興業, 11011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2-28-8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南版). 自然與生

活科技. 6/謝甫宜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
億興業, 11010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2-29-5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南版). 國文. 3/貝

加芬, 陳元貞, 洪子晴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72-20-2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南版). 國文. 4/貝

加芬, 沈默, 陳安琪, 陳元貞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6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56-1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南版). 國文. 5/貝

加芬, 陳元貞, 張佳詩, 王敘馨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17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18-9 (平

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南版). 國文. 6/貝

加芬, 洪子晴, 陳元貞, 王敘馨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4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19-6 (平

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公民. 4/莊

思理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8-7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公民. 5/莊

思理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9-4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公民. 6/莊

思理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40-0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地理. 3/陳

佑婷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0-1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地理. 4/陳

佑婷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1-8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地理. 5/陳

佑婷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2-5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地理. 6/陳

佑婷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3-2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英語. 3/王

巧文, 陳伶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1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21-9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英語. 4/王

巧文, 陳伶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57-8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英語. 5/王

巧文, 林逸萍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1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58-5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英語. 6/王

巧文, 林逸萍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0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59-2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數學. 3/楊

智強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22-6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數學. 4/楊

智強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23-3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數學. 5/王

文光, 楊智強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1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24-0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數學. 6/王

文光, 楊智強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0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25-7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歷史. 3/陳

敏怡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4-9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歷史. 4/黃

嘉熏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5-6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歷史. 5/黃

嘉熏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6-3 (平裝)  

北北基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歷史. 6/楊

書濠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37-0 (平裝)  

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英文試題完全解

析(110 年版)/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30-3-0 (PDF)  

民法/顏台大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704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02-6 (平

裝) NT$630  

民法(概要)/許文昌編著 .-- 19 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73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34-1 (平裝) 

NT$650  

司法民法(概要)題庫 3Point: 選擇&申

論完全攻略. 111 版/顏台大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816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15-6 (平

裝) NT$680  

民法物權編概要 . 111 版/顏台大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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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56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20-0 (平裝) NT$600  

司法特考: 犯罪學主題式混合題庫

Q&A(含再犯預測 ). 111 版 /何漢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12-5 (平裝) NT$650  

司法特考: 刑事訴訟法. 111 版/周昉

編著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10 .-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32-3 (平裝) NT$680  

民事訴訟法/許恒輔編著 .-- 13 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88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50-1 (上

冊:平裝) NT$720  

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/

楊律師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

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11 .-- 9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8-05-1 (平

裝) NT$750  

民事債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/獅

律師, 熊律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點文化, 11011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9-851-8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/許文昌編

著 .-- 20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0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33-4 (平裝) NT$600  

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: 地政士 強

登金榜寶典. 2022 版/強登編著 .-- 新
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0 .-- 60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85-7 (平裝) 

NT$600  

民法與信託法概要/羅揚編著 .-- 七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

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83-9 (平裝)  

民法與商事法概論. I/鄭正中編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19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85-

2 (平裝)  

民法與商事法概論. I/鄭正中編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03-3 (PDF)  

民法與商事法概論. II/鄭正中編著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19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86-

9 (平裝)  

民法與商事法概論. II/鄭正中編著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04-0 (PDF)  

出版編輯實務/陳文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33-0 (PDF)  

生物學經典題型解析/曾正編著 .-- 六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69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47-

1 (平裝) NT$750  

民法總則申論題完全制霸/辛律師編
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1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54-9 (平裝) NT$480  

生活作業簿(教師用). 1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13-4 (平裝)  

生活作業簿. 1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14-1 (平

裝)  

必背單字及必背比較文法熱銷套書: 

精 修 重 音 版  新 制 日 檢 ! 絕 對 合 格

N1,N2,N3,N4,N5 必背單字大全+新制

日檢!絕對合格 N1,N2,N3,N4,N5 必背

比較文法大全/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

西村惠子, 小池直子, 千田晴夫, 大山

和佳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46-656-8 (全套:

平裝附光碟片) NT$1120  

生活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1 下/康軒生

活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93-8 (平裝)  

生活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2 下/康軒生

活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54-9 (平裝)  

生活練習簿. 1 下/康軒生活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94-5 (平裝)  

生活練習簿. 2 下/康軒生活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95-2 (平裝)  

丙級女子美髮技能檢定學科試題致

勝祕笈/全華評量中心作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15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51-6 (平

裝) NT$125  

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/

增光工作室編著 .-- 十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科友, 11010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64-373-8 (平裝)  

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過關秘訣/

華成工作室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科友, 11010 .-- 3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64-375-2 (平裝)  

*犯罪學高分示解. 111 版/王皓強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9 .-

- 7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

998-7 (平裝) NT$640  

台灣慢性疾病中醫臨床診療指引= 

Taiw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

chronic disease clinical guidelines/賴榮

年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醫師

公會全聯會, 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32-1-5 (平裝)  

地方創生下的老後生活: 共生社區照

顧模式的八大關鍵/梁鎧麟, 詹弘廷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38-5 

(PDF)  

考前 30 天. 社會/惟璽, 江海, 林志偉, 

黃子祐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10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01-7 (平裝) NT$220  

考前 30 天 . 英語 /Peter Chan, Hugh 

Che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10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499-7 (平裝) NT$220  

考前 30 天. 數學/陳東崙編撰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0 .-- 15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00-0 (平

裝) NT$220  

地政士.不動產實用小法典/三民補習

班名師群編著 .-- 二十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616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81-5 (平裝)  

地政士速成總整理. 2022 版/強登編

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0 .-- 58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93-

2 (平裝) NT$680  

地政士隨身典. 2022 版/強登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0 .-- 108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91-8 (平

裝) NT$5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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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士歷屆題庫. 2022 版/強登編著 .-

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0 .-- 70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92-5 (平

裝) NT$520  

考前攻略分科測驗 16 週. 地理/藍冠

麟, 游智凱, 林曉芬, 林于煒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11 .-- 28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212-

9 (平裝) NT$338  

行政法(概要)好好讀/嶺律師編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

7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55-6 (平裝) NT$680  

行政法(概要)測驗題好好考/嶺律師
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0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52-5 (平裝) NT$500  

行政法百分百必考重秘笈 /林清編

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10 .-- 70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3-018-7 (平裝) NT$700  

行政法概要: 最新修法與司法實務/

林清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

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1024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19-4 (平裝) 

NT$660  

考前極速複習 . 自然 /陳揚 , 慶隆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0 .-- 

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05-5 (平裝) NT$80  

考前極速複習. 社會/林志偉, 惟璽, 江

海, 黃子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金安, 11010 .-- 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506-2 (平裝) NT$80  

考前極速複習. 英語/莊晶惠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0 .-- 4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02-4 (平

裝) NT$80  

考前極速複習. 國文/聚瀚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0 .-- 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03-1 (平

裝) NT$80  

考前極速複習. 數學/吳凡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0 .-- 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04-8 (平

裝) NT$80  

字根字首巧記法熱銷套書: 字根字首

巧記法中學英語單字大全+字根字首

巧記法高中英語單字大全/星火記憶

研究所, 馬德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山田社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246-655-1 ( 全 套 :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640  

老師開講: 民事訴訟法概要/趙芸編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97-99-3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交通安全常識/林敏玄編著 .-- 五版 .-

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

43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23-1 (平裝) NT$480  

全都會前測式復習講義. 國文/沈建

興, 曾琰雯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3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64-3-7 (平裝) NT$41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康版). 英語. 1/呂

佳玲, 依凡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10-3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康版). 英語. 2/呂

佳玲, 依凡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11-0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康版). 國文. 1/黃

孝德, 余可絹, 張耿豪, 柯宇龍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19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00-4 (平

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康版). 國文. 2/張

耿豪, 柯宇龍, 余可絹, 張佳詩, 王敘

馨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

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2-03-5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康版+綜合版). 

自然與生活科技. 1/陳宗喆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19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08-0 (平裝) 

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康版+綜合版). 

自然與生活科技. 2/陳宗喆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20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09-7 (平裝) 

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康版+綜合版). 

數學. 1/王文光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06-6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康版+綜合版). 

數學. 2/王文光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0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07-3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英語. 1/王

巧文, 林逸萍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1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04-2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英語. 2/王

巧文, 林逸萍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0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05-9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國文. 1/李

玥, 予恬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1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01-1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). 國文. 2/莊

克襄, 薛麗萍, 李玥, 予恬, 沈建興, 王

敘馨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02-8 (平裝) NT$22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+綜合版). 

公民. 1/莊思理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16-5 (平裝) NT$13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+綜合版). 

公民. 2/莊思理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17-2 (平裝) NT$13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+綜合版). 

地理. 1/陳佑婷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14-1 (平裝) NT$13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+綜合版). 

地理. 2/陳佑婷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15-8 (平裝) NT$13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+綜合版). 

歷史. 1/黃嘉熏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12-7 (平裝) NT$130  

全都會學習講義(適翰版+綜合版). 

歷史. 2/黃嘉熏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13-4 (平裝) NT$130  

自然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4 下/康軒

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27-3 (平裝)  

自然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5 下/康軒

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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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8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74-8 (平裝)  

自然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6 下/康軒

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25-9 (平裝)  

自然重點複習. 6 下/康軒自然編輯小

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26-6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4

下/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79-3 (平

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6

下/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82-3 (平

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. 4 下/康軒自

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80-9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. 5 下/康軒自

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78-6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. 6 下/康軒自

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81-6 (平裝)  

有機化學分章試題解析/梁傑編著 .-- 

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840-2 (上冊:

平裝) NT$600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41-9 (下冊:平裝) NT$600  

有機化學歷屆試題. 105-109 年/方智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1 .-- 

344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44-4-0 (上冊:平裝) NT$400  

我的百變媽媽= ် ် န မရ ်ွ်ဲ   အမ ် ်  

် ်  မ ် ်  ် ်  က ် ေ်် င ် ်   န   ျိိုင တ 

်ွ်ဲ   ကမကမ/鄒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2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35-7 (平裝) 

NT$100  

我 的 百 變 媽 媽 = ម្    បរ់ខ្ញ 

    របោរវរបោោយ/鄒明貴圖 ; 鄭德美

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2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55-5 (平

裝) NT$100  

我 的 百 變 媽 媽 = 

คุณแม่รอ้ยบทบาทของฉัน/鄒明貴圖; 

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15-9 (平裝) NT$100  

我的百變媽媽= Ang Paiba-ibang Papel 

ni Nanay/鄒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0-25-8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我的百變媽媽= Ibu Saya Serba Bisa/鄒

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2-93-1 (平裝) NT$100  

我的百變媽媽= Mẹ của em/鄒明貴圖; 

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

83-2 (平裝) NT$100  

我 的 百 變 媽 媽 = Mak Saya Yang 

Pelbagai Peranan/鄒明貴圖 ; 鄭德美

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2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45-6 (平

裝) NT$100  

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高分

速成/許于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60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90-7 (平裝)  

我的新鄰居= ေငေါရ အ  မ န ် ်  ခ င 

် ်  အစ/鄒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0-41-8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我的新鄰居=    ្ជិតខាងថ្មី បរ់ខ្ញ/鄒

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61-6 (平裝) NT$100  

我的新鄰居= เพือ่นบา้นใหม่ของฉนั/

鄒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0-21-0 (平裝) NT$100  

我 的 新 鄰 居 = Ang Aking Bagong 

Kapitbahay/鄒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31-9 (平裝) 

NT$100  

我的新鄰居= Hàng xóm mới của tôi/

鄒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2-89-4 (平裝) NT$100  

我的新鄰居= Jiran Baru Saya/鄒明貴

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 , 

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51-7 (平裝) NT$100  

我的新鄰居= Tetangga Baru Saya/鄒明

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2-99-3 (平裝) NT$100  

技術士丙級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資訊

項術科試題-分錄練習本/願景工作室

彙整 .-- 2 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 

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68-4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
(A 版). 第六冊/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25-

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英文繪課室(A 版). 

第四冊/蔡宜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6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35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A 版). 第六冊/

王韻婷, 楊智民, 李偉綾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

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413-2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A 版). 第六
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64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08-

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B 版). 第六
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60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12-

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 GO(A 版). 

第六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

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414-9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(A

版). 第二冊/名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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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5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88-3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國文語文能力習作. 4/

林恬慧, 張嘉惠, 劉琬茜, 鄭倩琳作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11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387-6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國文語文能力習作. 6/黃

智群, 黎俊成, 劉琬茜, 鄭倩琳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

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410-1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國文隨身讀. 第 6 冊/顏瑞

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
圖書, 11012 .-- 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89-0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國文隨堂習作. 6/東大國

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09-5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2/東大國

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20-0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2/林筱芬, 

陳鈺芬, 許雯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21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21-7 (平

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中餐烹調實習 . 

上冊= Chinese cuisine practice/謝旭初

編 著  .-- 再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文 野 , 

11010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7-11-6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中餐烹調實習 . 

下冊= Chinese cuisine practice/謝旭初

編 著  .-- 再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文 野 , 

11010 .-- 1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7-12-3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西餐烹調實習 . 

上冊= Western cuisine practice/蕭達仁

編 著  .-- 再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文 野 , 

11010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7-13-0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西餐烹調實習 . 

下冊= Western cuisine practice/蕭達仁

編 著  .-- 再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文 野 , 

11010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7-14-7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房務實務. 上冊= 

Hotel housekeeping practice/陳牧可編

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

15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

15-4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房務實務. 下冊= 

Hotel housekeeping practice/陳牧可編

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

2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

16-1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烘焙實務. 上冊= 

Baking practice/蘇梅春, 鄭雅如, 陳淑

盈, 劉逸群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

文野, 11010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7-21-5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烘焙實務. 下冊= 

Baking practice/蘇梅春, 鄭雅如, 陳淑

盈, 劉逸群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

文野, 11010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7-22-2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遊實務. 上冊= 

Travel agency practice/許耀天, 許倩雯

編 著  .-- 再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文 野 , 

11010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7-19-2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遊實務. 下冊= 

Travel agency practice/許耀天, 許倩雯

編 著  .-- 再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文 野 , 

11010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7-20-8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館客務實務 . 

上冊= Hotel front office practice/林吉

財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 : 文野 , 

11010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7-17-8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館客務實務 . 

下冊= Hotel front office practice/林吉

財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 : 文野 , 

11010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7-18-5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飲料實務. 上冊/

謝美美, 郭植伶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

市 : 文野, 11010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7-23-9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飲料實務. 下冊/

謝美美, 郭植伶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

市 : 文野, 11010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7-24-6 (平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觀光餐旅業導論. 

上 冊 =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& 

hospitality industry/陳泰華編著 .-- 再

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8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25-3 (平

裝)  

*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觀光餐旅業導論. 

下 冊 =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& 

hospitality industry/陳泰華編著 .-- 再

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26-0 (平

裝)  

技術型高中議起玩國文. 6/黃健綸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12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411-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

領域英文(B 版). 第六冊/吳昱樺, 杜蒂

柔, 林秀真, 陳敏文, 陳曉菁, 楊凱全, 

賴懿貞, 謝政倫, Ian Fletcher, Theodore 

J. Pigott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

大, 11102 .-- 1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9-3287-3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

領域國文. 第 6 冊/盧姿吟, 張素靜, 黃

琇苓, 徐文濤, 朱碧霞, 石學翰, 劉惠

娟, 李維恩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393-9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翻

譯練習. 下冊/黃郁芳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豪風, 11012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126-9-1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物理 B 授課指引. 下冊/陳冠宏, 賴佳

儀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 : 翔宇 , 

11010 .-- 2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88-93-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(A 版). 第

六冊/車畇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東大, 1101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9-3290-3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

(A). 6/李語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1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48-9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單字

片語手冊. 6= English reading/劉宜君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1 .-- 8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96-0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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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

學與分析. 下/賴金泉, 王昭君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0 .-

- 2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53-2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美髮造

型實務. 下冊/陳惠芳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1 .-- 176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56-3 (平

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家政概

論/侯素琴, 陳春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11 .-- 300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2-2-9 (下冊:

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家政職

業倫理/李慧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科友, 11011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64-377-6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. 

6/陳櫻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

馨, 11010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25-2-1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表現技

法實習/莫嘉賓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1 .-- 208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58-7 (下冊:

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

程式語言與設計/何敏煌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11 .-- 248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2-1-

2 (下冊: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

旅 英 語 會 話 . 第 四 冊 / 許 淑 雲 , Ian 

Fletcher, Theodore J. Pigott, Joseph Eric 

Schier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, 

11102 .-- 1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9-3288-0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械製

圖實習. 下冊/鄭光臣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11 .-- 344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2-3-6 (平

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(Light)數學 B2 教學

講義/林佩如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龍騰文化, 11011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9-209-9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英文. 6/黃

玟君, 戴君樺, 林玉萍, 陳文和, 陳文

隆 , 楊明珮 , 李亮萱 , 黃士真 , Mark 

Darvill, Nick Kembel, André Louw 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 , 

11011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9-207-5 (平裝) NT$155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國文. 6/余

志挺, 吳玉杏, 吳瓊梅, 李江琪, 杜凱

薇, 柯甄佩, 高秋芬, 莊秀美, 許秀美, 

陳秀珠, 陳殷宜, 陳涵筠, 陳嘉琪, 蔡

瑜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
化, 11011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208-2 (平裝) NT$320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

Focus 焦點講義(乙版). 二/烏龍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11 .-- 2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94-

5 (平裝) NT$243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素

養題本. 二/邱婉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翔宇, 1101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88-95-2 ( 平 裝 ) 

NT$125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素

養題本. 二/邱婉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翔宇, 1101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88-96-9 ( 平 裝 ) 

NT$125  

完勝會考-C 達 B+A. 生物/自然科編

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

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10-3 (平裝) NT$100  

完勝會考-C 達 B+A. 地科/自然科編

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

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12-7 (平裝) NT$100  

完勝會考-C 達 B+A. 理化/自然科編

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

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11-0 (平裝) NT$120  

完勝會考-C 達 B+A. 數學/南一編撰

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

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09-7 (平裝) NT$150  

完勝會考: C 達 B+A: 自然科/自然科

編撰團隊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717-

2 (全套:平裝)  

完勝會考攻略點. 公民/南一編撰委

員會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15-8 (平裝) NT$90  

完勝會考攻略點. 地理/南一編撰委

員會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

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14-1 (平裝) NT$90  

完勝會考攻略點. 英語/王冠臻編著 .-

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17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08-0 (平裝附

光碟片) NT$180  

完勝會考攻略點. 國文/南一編撰團

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16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07-

3 (平裝) NT$180  

完勝會考攻略點. 歷史/南一編撰委

員會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

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13-4 (平裝) NT$90  

完勝會考攻略點: 社會科/南一編撰

委員會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716-5 (全套:

平裝)  

我 想 媽 媽 = ေငေါ ကမကမ ် ် ်  ်   

 ်တ  ရတယ။/鄒明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42-5 (平裝) 

NT$100  

我想媽媽= ខ្ញ     នឹ្ម្   /鄒明貴圖; 

葉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62-3 (平裝) NT$100  

我想媽媽= ฉนัคดิถงึแม่/鄒明貴圖; 葉

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

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22-7 (平裝) NT$100  

我想媽媽= Naiisip ko si Nanay/鄒明貴

圖; 葉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 , 

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32-6 (平裝) NT$100  

我想媽媽= Saya Merindukan Ibu/鄒明

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12-8 (平裝) NT$100  

我想媽媽= Saya Rindu Mak/鄒明貴圖; 

葉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52-4 (平裝) NT$1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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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媽媽= Tôi nhớ mẹ/鄒明貴圖; 葉

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

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

90-0 (平裝) NT$100  

私醫真題神 2.0/黃彪, 李鉌, 簡正, 張

文忠編著 .-- 臺南市 : 高元進階智庫, 

11010 .-- 54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81-1-0 (平裝) NT$600  

近十年英文指考試題詳解. 110 年版/

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

有聲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30-0-9 (PDF)  

來我家玩= ေငေါအ  မ ်  ် ်  ်   ် ွ်ဲ   ်  ေ််  

ည ေ်/鄒明貴圖; 黃筠軒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0-38-8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來我家玩= ម្ ល្ងផ្ទះខ្ញ/鄒明貴圖 ; 

黃筠軒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58-6 (平裝) NT$100  

來我家玩= มาเทีย่วบา้นฉนั/鄒明貴圖; 

黃筠軒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18-0 (平裝) NT$100  

來 我 家 玩 = Ayo Bermain ke Rumah 

Saya/鄒明貴圖; 黃筠軒文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2-96-2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來我家玩= Bạn đến nhà chơi/鄒明貴

圖; 黃筠軒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 , 

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2-86-3 (平裝) NT$100  

來我家玩= Halina at Maglaro sa Bahay 

Ko/鄒明貴圖; 黃筠軒文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30-28-9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來我家玩= Mari Bermain Di Rumah 

Saya/鄒明貴圖; 黃筠軒文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30-48-7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兒童福利概論/林勝義編著 .-- 七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73-9 (平裝)  

兒童福利概論/林勝義編著 .-- 七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77-7 (PDF)  

社會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4 下/康軒

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12-2 (平裝)  

社會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5 下/康軒

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8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13-9 (平裝)  

社會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6 下/康軒

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14-6 (平裝)  

社會重點複習. 6 下/康軒社會編輯小

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16-0 (平裝)  

社會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3 下/康軒社

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38-9 (平裝)  

社會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4 下/康軒社

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96-0 (平裝)  

社會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5 下/康軒社

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98-4 (平裝)  

社會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6 下/康軒社

會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00-6 (平裝)  

社會練習簿. 3 下/康軒社會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39-6 (平裝)  

社會練習簿. 4 下/康軒社會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97-7 (平裝)  

社會練習簿. 5 下/康軒社會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99-1 (平裝)  

社會練習簿. 6 下/康軒社會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01-3 (平裝)  

例說 Fusion 360 電路與機構設計使用

ECAD 與 MCAD 協同作業/陳茂璋, 吳

煌壬, 洪茂松, 林麗雲, 胡家群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1 .-- 25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61-7 (平

裝)  

金融科技知識/何薇編著 .-- 第二版 .-

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

3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28-6 (平裝) NT$400  

放 學 後 的 小 麵 店 = က ် ေ်် င 

် ်  ဆင ် ်  ပ ် ်  ခ ် ် န ကေန   ရ 

ကေခေါ ဆ ဆ   ျိိုင က ် /鄒明貴圖; 黃景

敏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33-

3 (平裝) NT$100  

放 學 後 的 小 麵 店 = รา้นบะหมีเ่ล็กๆ 

หลงัเลกิเรยีน/鄒明貴圖; 黃景敏文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13-5 (平裝) 

NT$100  

放 學 後 的 小 麵 店 = 

ហាងមីត ចោរក្ហយ  ្ោ ល ច្ញ ោ  ី  ្ 

ោ  ន/鄒明貴圖; 黃景敏文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30-53-1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放學後的小麵店= Depot Mie Setelah 

Pulang Sekolah/鄒明貴圖; 黃景敏文 .-

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91-7 (平裝) 

NT$100  

放學後的小麵店= Kedai Mee Lepas 

Sekolah/鄒明貴圖; 黃景敏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0-43-2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放 學 後 的 小 麵 店 = Pagtungo sa 

Pansiterya mula sa Paaralan/鄒明貴圖; 

黃景敏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23-4 (平裝) NT$100  

放學後的小麵店= Quán mỳ nhỏ sau 

giờ tan trường/鄒明貴圖; 黃景敏文 .-

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81-8 (平裝) 

NT$1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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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學緒論: 全彩心智圖表/棋許編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78-04-4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知識圖解: 綜覽監獄行刑法 1200 測

驗題庫. 111 版/何漢編著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41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11-8 (平裝) 

NT$550  

南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1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

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9-3 (平裝)  

南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

義式評量. 3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版 .-- 

桃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7-9 (平

裝)  

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
專用講義式評量. 6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

版 .-- 桃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

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

90-2 (平裝)  

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9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8-6 (平裝)  

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5 下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96-4 (平

裝)  

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6 下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8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97-1 (平裝)  

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1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10-9 (平

裝)  

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1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86-5 (平

裝)  

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5-5 (平

裝)  

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6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6-2 (平

裝)  

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. 3

下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 良

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3-04-8 (平裝)  

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. 6

下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 良

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3-19-2 (平裝)  

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. 數學(教師用). 

1-2 冊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85-

4 (平裝)  

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. 數學(教師用). 

3A-4A 冊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87-8 (平裝)  

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. 數學(教師用). 

3B-4B 冊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89-2 (平裝)  

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 . 數學. 3A-4A

冊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8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88-5 (平

裝)  

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. 數學. 3B-4B 冊

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2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90-8 (平

裝)  

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.數學. 1-2 冊/蘇

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86-1 (平裝)  
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129-7 (平裝)  
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0-3 (平裝)  

南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7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6-

5 (平裝)  

南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7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8-

9 (平裝)  

南版良師自然講義. 4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8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5-8 (平裝)  

南版良師自然講義. 6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8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7-2 (平裝)  
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4/陳凱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25-9 (平裝)  
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. 4/陳凱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8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26-

6 (平裝)  

政府會計(概要)/王上達編著 .-- 17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87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56-

3 (平裝) NT$750  

*客房實務. I/顧景昇編著 .-- 再版 .-- 

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09-3 (平裝)  

*客房實務. II/顧景昇編著 .-- 再版 .-- 

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9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10-9 (平裝)  

*政治學申論題庫: 20 組經典題型/劉

沛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
位出版, 11010 .-- 784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3-003-3 ( 平 裝 ) 

NT$680  

政治學題型破解/阿飛編著 .-- 二版 .-

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10 .-- 48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42-9 (平裝) 

NT$450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61-7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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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62-

4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 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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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9-163-1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 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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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9-165-5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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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9-164-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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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9-166-2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75-4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76-

1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3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73-0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77-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3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74-

7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78-

5 (平裝)  

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: 食品品保概論 

金榜寶典/黃賢齊, 郭南編 .-- 增修訂

九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0 .-- 

5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

786-4 (平裝) NT$500  

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: 食品科學概論 

金榜寶典/黃賢齊, 郭南編 .-- 增修訂

九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0 .-- 

5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

787-1 (平裝) NT$550  

星星會不會眨眼睛?= က ယ င ်ွ်ဲ   က 

် ်  ကတ မ ကေတ  င ခတ တတ 

် ေ်် ် ်  ။/鄒明貴圖; 陳家盈文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40-1 (平裝) 

NT$100  

星 星 會 不 會 眨 眼 睛 ?= 

ดวงดาวกระพรบิตาไดไ้หม?/鄒明貴圖; 

陳家盈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20-3 (平裝) NT$100  

星 星 會 不 會 眨 眼 睛 ?= 

ោ ត្ ើផ្កា យ ច្ះោរ ិច បែ្ ទ្?/ 鄒 明 貴 圖 ; 

陳家盈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60-9 (平裝) NT$100  

星星會不會眨眼睛?= Adakah Bintang 

Berkelip?/鄒明貴圖; 陳家盈文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50-0 (平裝) 

NT$100  

星 星 會 不 會 眨 眼 睛 ?= Dapatkah 

Bintang Berkedip?/鄒明貴圖; 陳家盈

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98-6 (平

裝) NT$100  

星星會不會眨眼睛?= Kumikindat ba 

ang mata ng bituin?/鄒明貴圖; 陳家盈

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30-2 (平

裝) NT$100  

星 星 會 不 會 眨 眼 睛 ?= Ngôi sao có 

biết chớp mắt không?/鄒明貴圖; 陳

家盈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

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

88-7 (平裝) NT$100  

流通管理概論: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

/戴國良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10-1 (PDF)  

計算機概論: 混合式歷屆題庫 Q&A. 

111 版/簡明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
位出版, 11010 .-- 66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3-000-2 ( 平 裝 ) 

NT$660  

保險法規概要/汪合益編著 .-- 三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

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

82-2 (平裝)  

保險學概要/汪合益編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38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80-

8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物理. V, 

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/郭芳旗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35-6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物理. V, 

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(教師用)/郭

芳旗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34-9 (平裝)  

高中段期考數學全真模擬試題/高秋

生, 林興慶, 陳泰吉編著 .-- 臺北市 : 

華逵文教科技, 11010 .-- 24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29-3 (第 3 冊:

平裝) NT$260  

高中異數學總複習/賴昱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10 .-- 33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30-9 (平

裝) NT$360  

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. 數學(教師用). 

2/黃天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2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15-8 (平裝)  

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. 數學. 2/黃天

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16-5 (平裝)  

消防法規概要/廖震編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51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84-

6 (平裝)  

格林法則魔法學校二部曲: 六大名師

打造 格林法則公職英文單字魔法書: 

高考、普考、特考、銀行、國營事

業滿分神之捷徑,一考就上/黃宏祿, 

魏延斌, 楊智民, 廖柏州, 林麗英, 陳

冠名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管

顧問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03-8-2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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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法爭點解讀/林廷輝編著 .-- 八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48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35-

8 (平裝) NT$580  

格鬥!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共人力資源

管理!/良文育成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11 .-- 45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90-8 (平

裝) NT$450  

財產法爭點地圖/賴川編著 .-- 四版 .-

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10 .-- 

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

288-5 (平裝) NT$450  

高普民法(概要)題庫 3Point: 選擇&申

論完全攻略. 111 版/顏台大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816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14-9 (平

裝) NT$680  

高普考: 刑事訴訟法. 111 版/周昉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31-6 (平裝) NT$680  

高普考稅務法規混合式題庫. 111 版/

鄭漢, 鄭翰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
出版, 11010 .-- 8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3-016-3 (平裝) NT$650  

*旅館管理. I/顧景昇編著 .-- 再版 .-- 

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27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06-2 (平裝)  

*旅館管理. II/顧景昇編著 .-- 再版 .-- 

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07-9 (平裝)  

高職英文單字/片語強化複習/鄭錚易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 

11010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68-5-1 (平裝)  

從 Me 到 We= จาก Meถงึ We/鄒明貴

圖; 黃立瑜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 , 

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16-6 (平裝) NT$100  

從 Me 到 We= ោ  ីMe ដល We/鄒明貴

圖; 黃立瑜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 , 

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56-2 (平裝) NT$100  

從 Me 到 We= Dari Saya Hingga Kita/

鄒明貴圖; 黃立瑜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0-46-3 (平裝) NT$100  

從 Me 到 We= Dari “Me” Sampai 

“We”/鄒明貴圖; 黃立瑜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22-94-8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從 Me 到 We= Me ကန We/鄒明貴圖; 

黃立瑜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36-4 (平裝) NT$100  

從 Me 到 We= Mula ‘Me’ hanggang 

‘We’/鄒明貴圖; 黃立瑜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0-26-5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從 Me 到 We= Từ “Me” đến 

“We”/鄒明貴圖; 黃立瑜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22-84-9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國小生活自修. 2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07-3 (平裝)  

國小生活課堂練習. 1 下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59-5 (平裝)  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. 6 下/翰林
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08-0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自修.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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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382-3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自修. 6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2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51-9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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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2-376-2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學習講義. 6 下/國語編輯小

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1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73-1 (平裝) NT$198  

國小實力評量. 生活. 1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56-4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生活. 2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57-1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社會. 6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97-7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6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27-1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1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50-2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2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52-6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4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53-3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5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54-0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6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55-7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自修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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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409-7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自修. 6 下/黃金富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20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10-3 (平

裝)  

國小數學麻辣講義. 6 下/數學科編輯

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50-1 (平裝) NT$250  

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3 下/數學領域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17-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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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數學課堂練習. 6 下/數學領域編
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49-6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學習講義. 6 下/數學科編輯

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51-8 (平裝) NT$198  

國小學習自修. 社會. 6 下/社會編輯

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1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15-3 (平裝) NT$390  

國小學習自修. 國語. 6 下/鄒敦怜, 林

麗麗, 胡蕙芬, 游慧玲, 劉毓婷編寫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

2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

16-7 (平裝) NT$490  

國小學習自修. 數學. 6 下/數學科編
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1 .-- 15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52-5 (平裝) NT$490  

國小學習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6 下

/卓麗容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24-2 (平裝) NT$190  

國小學習評量. 社會. 6 下/社會編輯

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17-7 (平裝) NT$190  

國小學習評量. 國語. 6 下/國語編輯

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20-4 (平裝) NT$190  

國小學習評量. 數學. 6 下/數學科編

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1 .-- 1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53-2 (平裝) NT$190  

國小隨堂演練. 社會. 3 下/南一社會

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- 4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06-6 (平裝)  

國文. 第二冊/顏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7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38-

5 (平裝)  

國文. 第六冊/顏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20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37-

8 (平裝)  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(教師

用). 2/林柏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74-8 (平裝)  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(教師

用). 4/林柏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72-4 (平裝)  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. 2/林柏

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75-5 (平裝)  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. 4/林柏

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73-1 (平裝)  

國中 BBQ 微句型英語(適南版). 2/南

一英語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4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4-1-3 (平裝) 

NT$65  

國中 BBQ 微閱讀國文(適南版). 2/南

一國文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9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4-8-9 (平裝) 

NT$100  

國中 BBQ 微閱讀國文(適南版). 4/南

一國文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9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4-9-6 (平裝) 

NT$100  

國中英語麻辣講義. 2(1 下)/俞振舟編
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2 .-- 2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06-9 (平裝) NT$390  

國中英語麻辣講義. 6(3 下)/俞振舟, 

李宜霈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12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05-2 (平裝) NT$330  

國中微句型練功坊英語(適南版). 1/

南一英語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1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4-0-6 (平裝) 

NT$65  

國中微句型練功坊英語(適南版). 3/

南一英語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1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4-2-0 (平裝) 

NT$65  

國文補充講義/陳盈州, 曾茗嫄, 蘇莉

閔, 江伊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龍騰文化, 11011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9-206-8 (第 4 冊:平

裝) NT$160  

國中會考數學考點筆記. 111/高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均數學工作

坊, 11010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56-7-6 (平裝) NT$499  

國文學習講義/全國名師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10 .-- 1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205-

1 (第 4 冊:平裝) NT$120  

國民小學國語. 第十二冊(6 下)/何元

亨, 陳麗雲, 鄒敦怜, 林玲如, 林麗麗, 

黃秀精, 何佩珊編寫 .-- 三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1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75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國語. 第二冊(1 下)/鄒敦怜, 

林麗麗, 張慈麟, 劉毓婷, 林玲如, 吳

雪麗, 黃秀精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4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1-65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國語. 第六冊(3 下)/鄒敦怜, 

林麗麗, 黃秀精, 洪琬喻, 陳佳釧, 侯

詩瑜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69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國語習作. 第十二冊(6 下)/

陳麗雲, 鄒敦怜, 林玲如, 黃秀精, 何

佩珊編寫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2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88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國語習作. 第二冊(1 下)/鄒

敦怜, 林麗麗, 張慈麟, 劉毓婷, 林玲

如, 吳雪麗, 黃秀精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1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78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國語習作. 第六冊(3 下)/鄒

敦怜, 林麗麗, 黃秀精, 洪琬喻, 陳佳

釧, 侯詩瑜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1-82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. 6(臺羅版)/徐建華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企業, 

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075-69-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6/徐建華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企業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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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075-70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. 第二冊/

李勤岸總編輯 .-- 三版 .-- 臺南市 : 真

平企業, 11011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075-68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. 第 2 冊/王昭華, 

林淑期, 吳令宜, 廖輝煌, 王秀容編

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2 .-- 12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67-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. 第 6 冊/王昭華, 

廖輝煌, 王秀容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68-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藝術. 第二冊(3 下)/李家菁, 

林岑怡, 林維佳, 周見信, 張若慈, 陳

玲萱, 陳盈君, 陳嘉文, 劉永泰, 劉美

玲, 劉慧琪, 賴琦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61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56-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. 第二冊

(1 下)/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

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31-1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. 第六冊

(3 下)/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71-7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. 第二冊(1 下)/

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29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. 第六冊(3 下)/

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69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二冊(1

下)/王鶴森, 陳厚諭, 李亦芳, 黃正杰, 

黃智勇, 陳逸民, 謝芳怡, 邱得全, 蕭

玉琴, 李欣靜, 楊裕隆, 莊蕙鴻, 王詩

文, 高薏亭, 陳婉玲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01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第六冊(3

下)/黃谷臣, 黃智勇, 程峻, 陳柏蓉, 梁

嘉音, 黃欽永, 李欣靜, 邱得全, 張瓊

恩, 張惟翔, 馮嘉玉, 林星志, 郭芃彣, 

楊淑苓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12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00-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. 第二冊(1 下)/

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30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. 第六冊(3 下)/

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70-0 (平裝)  

國民法官法體系重點/科律師, 趙律

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0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46-4 (平裝) NT$320  

移民政策與法規(含入出國及移民法

規)/程譯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88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999-4 (平裝) 

NT$680  

國民營特考: 計算機概論: 混合式歷

屆題庫 Q&A. 111 版/簡明編著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7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01-9 (平

裝) NT$680  

現行考銓制度/郭如意編著 .-- 25 版 .-

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

10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26-2 (平裝) NT$700  

現行考銓制度(含公務員法)/李齊編

著 .-- 11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0 .-- 5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22-4 (平裝) NT$650  

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1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

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91-9 (平裝)  

康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

義式評量. 3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版 .-- 

桃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1-7 (平

裝)  

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
專用講義式評量. 6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

版 .-- 桃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

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

92-6 (平裝)  

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9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3-1 (平裝)  

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6 下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8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98-8 (平裝)  

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1 下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93-3 (平

裝)  

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1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0-0 (平

裝)  

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6 下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94-0 (平

裝)  

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1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87-2 (平

裝)  

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02-4 (平

裝)  

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6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9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88-9 (平裝)  

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. 3

下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 良

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3-17-8 (平裝)  

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. 6

下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 良

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3-18-5 (平裝)  

教育行政學/黃天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380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24-8 (平

裝) NT$470  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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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93-

8 (平裝)  

康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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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9-119-

8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94-5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. 4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20-4 (平裝)  
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157-0 (平裝)  
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58-7 (平裝)  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127-3 (平裝)  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28-0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3-

4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9-

6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自然講義. 4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6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4-1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自然講義. 6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40-2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4/陳凱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23-5 (平裝)  
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. 4/陳凱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8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24-

2 (平裝)  

透明的刑總體系書/張鏡榮編著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59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36-

5 (平裝) NT$600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09-9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11-2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10-

5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12-

9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 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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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9-113-6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 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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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9-115-0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 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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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9-117-4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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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9-114-3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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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9-116-7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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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9-118-1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81-5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82-

2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55-6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56-

3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41-9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43-3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42-

6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44-

0 (平裝)  

產科護理學/丁玥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58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59-4 (平裝) 

NT$680  

專責報關人員考試通關實務 (含概

要)/全道豐編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鼎

文, 11010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24-3 (平裝)  

專責報關人員考試稅則概要精析/文

淵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 : 鼎文 , 

11010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27-4 (平裝)  

基測北北基都會前測式復習講義. 理

化/王桂玲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64-6-8 (平裝) NT$380  

基測北北基都會復習講義. 公民/林

泉利, 姚仁傑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0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64-9-9 (平裝) NT$330  

基測北北基都會復習講義. 生物/賴

光祺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64-6-5 (平裝) NT$3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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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測北北基都會復習講義. 地科/林

啟祥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64-7-2 (平裝) NT$260  

基測北北基都會復習講義. 地理/吳

正宇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64-7-5 (平裝) NT$360  

基測北北基都會復習講義. 歷史/楊

昇龍, 劉有庚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0 .-- 2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64-8-2 (平裝) NT$340  

商業概論考前衝刺. 大數據題庫篇/

葉伊修編著 .-- 3 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

圖書, 11010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68-2-0 (平裝)  

商業概論考衝懶人包/葉伊修編著 .-- 

5 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10 .-- 

220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968-3-7 (平裝)  

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解答本/旗立財

經研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

立資訊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385-273-5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385-274-2 (下冊:平裝)  

國語作業簿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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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2-394-6 (平裝)  

國語作業簿. 6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95-3 (平

裝)  

國語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4 下/康軒

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31-0 (平裝)  

國語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5 下/國語

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28-0 (平裝)  

國語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6 下/康軒

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29-7 (平裝)  

國語重點複習. 6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

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77-9 (平裝)  

國際貿易實務/張錦源, 康蕙芬著 .-- 

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80-7 (PDF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乙本). 1 下/李禾鈺

執行編輯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13-6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乙本). 2 下/李禾鈺, 

胡曉菁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10-5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乙本). 3 下/李禾鈺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14-3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乙本). 4 下/胡曉菁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12-9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乙本). 5 下/魯曉玟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04-4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乙本). 6 下/魯曉玟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11-2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甲本). 1 下/李禾鈺

執行編輯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08-2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甲本). 2 下/李禾鈺, 

胡曉菁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06-8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甲本). 3 下/李禾鈺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09-9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甲本). 4 下/胡曉菁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07-5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甲本). 5 下/魯曉玟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03-7 (平裝)  

國語語文習寫簿(甲本). 6 下/魯曉玟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1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1-05-1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1 下/康軒國

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83-0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2 下/康軒國

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85-4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3 下/康軒國

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35-8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4 下/康軒國

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86-1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5 下/康軒國

語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88-5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6 下/國語編
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90-8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. 1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84-7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. 2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

組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37-2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. 3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36-5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. 4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87-8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. 5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89-2 (平裝)  

國語練習簿. 6 下/康軒國語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91-5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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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旗變變變= န   ျိိုင ငကံေတ   အ ် ံက 

် ေ်် င ် ်   က ် ေ်် င ် ်   က 

် ေ်် င ် ်  /鄒明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37-1 (平裝) 

NT$100  

國旗變變變= ธงชาต ิ เปลีย่น เปลีย่น 

เปลีย่น/鄒明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0-17-3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國旗變變變= ទង ជាតិរបោោយ/鄒明

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57-9 (平裝) NT$100  

國旗變變變= Ảo thuật quốc kỳ/鄒明

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2-85-6 (平裝) NT$100  

國旗變變變= Ang Watawat ay naging../

鄒明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0-27-2 (平裝) NT$100  

國旗變變變= Bendera Berubah-ubah/

鄒明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2-95-5 (平裝) NT$100  

國 旗 變 變 變 = Bendera Negara Ubah 

Ubah Ubah/鄒明貴圖; 葉郁菁文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47-0 (平裝) 

NT$100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(教師用). 6/翰

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37-0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. 6/翰林自然作
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36-3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 

6/曾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20-2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. 6/曾芯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21-9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(教師用). 6/林

佳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11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8-906-0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 . 6/林佳芳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11 .-- 

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

907-7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(教師用). 6/宋

裕審訂; 劉文裕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398-4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. 6/宋裕審訂; 

劉文裕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99-1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(教師用). 6/翰

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96 面; 3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2-364-9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. 6/翰林教科書

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1 .-- 96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65-6 (平裝)  

*通關實務(含概要)/全道豐編著 .-- 

七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31-1 (PDF)  

國籍與戶政法規/宮井鳴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7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27-9 (平裝) NT$680  

黃金認證 CWT 全民中檢: 中高等素

養擬真題本/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

技能基金會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電腦技能基金會, 11010 .-- 4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68-48-5 (平裝)  

黃金認證 CWT 全民中檢: 中等素養

擬真題本/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

能基金會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電

腦技能基金會, 11010 .-- 4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068-47-8 (平裝)  

雅思口說教戰手冊: 從流利度與連貫

性、字彙、文法到發音,讓你思考、

講英文就像個母語人士 /林熙(Brett 

Lindsay)著; 張家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日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72-1 (PDF)  

*雅思口說教戰手冊: 從流利度與連

貫性、字彙、文法到發音,讓你思考、

講英文就像個母語人士 /林熙(Brett 

Lindsay)著; 張家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日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77-6 (EPUB)  

就是這本公務員法體系+解題書/良

文育成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

數位文化, 11011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64-289-2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+解題書/周

易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

文化, 11011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64-291-5 (平裝) NT$450  

*稅則概要精析/文淵編著 .-- 六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32-8 (PDF)  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
挖哇. 國文. 4/林聆慈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1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03-5 (平裝)  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
挖哇. 數學. 4A/董展宏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00-4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6/

張文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01-1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自然講義. 6/張文山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02-8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6/

林佳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11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8-909-1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. 6/林佳芳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11 .-- 

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

908-4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6/

陳震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66-3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. 6/陳震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67-0 (平裝)  

普通化學分章試題解析/梁傑編著 .-- 

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843-3 (上冊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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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裝) NT$580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44-0 (下冊:平裝) NT$580  

普通化學百分百 3.0 試題詳解/李鉌

著 .-- 臺南市 : 高元進階智庫, 11010 .-

- 5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81-0-3 (平裝) NT$600  

普通化學試題解鎖/梁傑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848-8 (上冊:

平裝) NT$520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49-5 (下冊:平裝) NT$520  

普通化學歷屆試題精解/梁傑編著 .-- 

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

4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31-0 (平裝) NT$500  

普通生物學歷屆試題精解 /曾正編
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0 .-- 3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45-7 (平裝) NT$500  

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. 

2/黃德壽, 池欣玲, 陳建森, 陳建樺, 詹

恩華, 黃子榮, 蔡佩芩, 黃羽淳編著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11101 .-- 21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5-3-

8 (平裝)  

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. 

第六冊/方進隆, 卓俊辰, 李佳融, 莊秀

婉, 陳林鴻, 王國連, 田保羅, 何長仁, 

施惠方, 林昕翰, 夏士傑, 徐郁婷, 李

嘉苓, 邱共鉦, 黃景達, 鄭人誠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育達文化, 11010 .-- 

2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18-

84-5 (平裝) NT$180  

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

體育領域體育. 第六冊/沈易利, 陳金

盈, 黃景鶴, 許績勝, 陳新枝, 趙榮瑞, 

王琦正, 羅雅柔, 何宗勳, 陳怡謙, 陳

志鷹, 楊金桂, 王伯宇, 黃士俊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興文化, 11010 .-- 

167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941-0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中

量級. 第二冊/車畇庭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17-

0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羽

量級. 第二冊/車畇庭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16-

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文法句型 A++. 第二

冊/楊曜璘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8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18-7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段考複習百試達. 第

二冊/石芸熙, 林信豪, 姚郁芬, 孫建業, 

鄭佩綺, 鍾震亞, 蘇郁玟, Ian Fletcher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12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19-4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 A++. 第二

冊/洪珮菱, 張琇雲, 楊曜璘, 黃可欣等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42-2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篇章寫作 1+1. 第二

冊/楊佳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
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7-415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. 第

二冊/林信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2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36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閱讀航線: 現代小說選/

王怡心, 李明慈, 李淑如, 易怡玲, 吳

明津, 陶文本, 陳智弘, 黃琪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

- 1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390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學習攻

略習作. II/許廷瑋, 黃子堯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

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400-2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探究活動手冊. 

II/林威志, 陳映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3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86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學習講義. II/趙

君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12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403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習作. II/吳家進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1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05-7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手冊. 

II/楊尚達, 賴廷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04-0 (平

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學習講義. II/孫

允中, 李貞苡, 石采艷, 蘇筱茜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12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423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乙習作. 下冊/

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12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424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乙學習講義. 下

冊/郭志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
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01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甲習作. 下冊/

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1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7-402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甲教學講義. 下

冊/陳彥宏, 蘇慧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9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99-9 (平

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歷史習作. II/吳俐穎, 

潘晨堯, 鄭筱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7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06-4 (平

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歷史超活閱素可達. 

II/何亞宜, 徐健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0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07-1 (平

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
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. V, 電磁現象

二與量子現象/姚珩, 張嘉泓, 李重賢, 

陳東閔, 劉國棟, 吳承宣編輯委員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81-6 (平

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
公民與社會學習寶典. II/芥子, 林聖

凱, 曾露瑤, 黃同展, 葛小璇, 劉炳勛, 

鄭詠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19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83-0 (平裝) NT$1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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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
歷史. II, 科技、環境與藝術的歷史/

王維資, 吳燕秋, 徐文路編撰; 莊尚武

主 編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1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47-2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乙. 下冊/鄧聖懷, 黃淑華, 王婷瑩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泰 宇 , 

11012 .-- 14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7-66-0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乙 Focus 焦點講義. 下冊/陳家豪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泰 宇 , 

11012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7-64-6 (平裝) NT$168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乙習作簿. 下冊/鄧聖懷, 黃淑華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泰 宇 , 

11012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7-63-9 (平裝) NT$100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甲. 下冊/鄧聖懷, 林家安, 王婷瑩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泰 宇 , 

11012 .-- 2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7-65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甲 A+課堂講義. 下冊/吳汀菱, 林

淑娥, 洪瑞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泰宇, 11012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7-67-7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

數學甲習作簿. 下冊/鄧聖懷, 林家安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泰 宇 , 

11012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7-62-2 (平裝) NT$100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. 下

/陳清風, 廖森游, 董涵冬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9 .-- 112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203-

7 (平裝) NT$298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. 下

冊/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12 .-- 

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23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. 下

/陳清風, 廖森游, 董涵冬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10 .-- 192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204-

4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. 下

冊/林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12 .-- 

2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22-2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. II/王

世宗, 皮國立, 張雅晴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, 11012 .-- 17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324-6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(乙版). 

2/林安邦, 陳敦源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12 .-- 188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202-0 (平裝) 

NT$330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教學指南. 4/朱

宥勳執行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

異果文創, 11010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047-7-1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寒假學習作業 閱讀策略金頭腦/金安

國語文推行委員會策劃 .-- 臺南市 : 

金安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233-507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90 .-- 

ISBN 978-986-233-508-6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90  

暑假學習作業 閱讀策略金頭腦/金安

國語文推行委員會策劃 .-- 臺南市 : 

金安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233-509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110 .-- 

ISBN 978-986-233-510-9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110  

超群 PLUS+. 公民與社會. 2/張伊婷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22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23-3 (平

裝)  

超群 PLUS+. 地理. 2/廖加詠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27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22-6 (平裝)  

超群 PLUS+. 歷史. 2/念青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0-721-9 (平裝)  

進會考. 國文(康版). 國中二下/何昀

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 : 奇鼎 , 

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9-13-8 (平裝) NT$180  

就業安全制度/黎仁編著 .-- 4 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0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25-5 (平

裝) NT$680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入門精選

題庫含解析/蕭文章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0 .-- 300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62-4 (平

裝)  

獅子先生的圖書雜貨車= ် ် ်  ်  ခကရ 

သွဲ  ်ွ်ဲ   ေ   အ   န ် ်  န  ံ် ်  ကေ   င 

် ်   ် ေ်် ် /鄒明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

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39-5 (平裝) 

NT$100  

獅 子 先 生 的 圖 書 雜 貨 車 = 

ឡានោរ្ៀវ  ្ោ   បរ់  ្ោ  ្  ្ោ  /鄒明

貴圖; 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1010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59-3 (平裝) NT$100  

獅 子 先 生 的 圖 書 雜 貨 車 = 

รถหนงัสอืของนายสงิโต/ 鄒 明 貴 圖 ; 

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19-7 (平裝) NT$100  

獅 子 先 生 的 圖 書 雜 貨 車 = Ang 

Sasakyan ni Mr. Leon na may Aklatan at 

Sari-saring Bagay/鄒明貴圖 ; 鄭德美

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29-6 (平

裝) NT$100  

獅子先生的圖書雜貨車= Chiếc xe 

tạp hóa của ông Sư Tử/鄒明貴圖; 鄭

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

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

87-0 (平裝) NT$100  

獅子先生的圖書雜貨車= Lori Runcit 

Dan Buku Cerita Encik Singa/鄒明貴圖; 

鄭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

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

49-4 (平裝) NT$100  

獅 子 先 生 的 圖 書 雜 貨 車 = Mobil 

Perpustakaan Tuan Singa/鄒明貴圖; 鄭

德美文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0 .-- 

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2-

97-9 (平裝) NT$100  

新公司法爭點解讀/崴律師, 翔律師

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0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32-7 (平裝) NT$620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

/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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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06-8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

/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08-2 (EPUB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. 

1-1/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89-4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. 

1-1/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02-0 (EPUB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. 

1-2/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90-0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. 

1-2/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01-3 (EPUB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. 

1-3/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91-7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. 

1-3/王佩卿, 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00-6 (EPUB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教師手冊/王佩卿, 

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92-4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教師手冊/王佩卿, 

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99-3 (EPUB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課本/王佩卿, 陳慶

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107-5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課本/王佩卿, 陳慶

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109-9 (EPUB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課本. 1-1/王佩卿, 

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93-1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課本. 1-1/王佩卿, 

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98-6 (EPUB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課本. 1-2/王佩卿, 

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94-8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課本. 1-2/王佩卿, 

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97-9 (EPUB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課本. 1-3/王佩卿, 

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95-5 (PDF)  

當代中文課程. 1, 課本. 1-3/王佩卿, 

陳慶華, 黃桂英編寫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96-2 (EPUB)  

會計學. 四, 新攻略/盧奕(盧立博)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啟芳, 11010 .-- 

200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442-8-9 (平裝) NT$310  

會計學分章試題解析/蔡瑞祥編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

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38-9 (平裝) NT$520  

新挑戰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

修. 6 下/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168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72-

4 (平裝) NT$390  

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百試達. 2(1

下)/楊介仁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49-6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百試達. 6(3

下)/楊介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59-5 ( 平 裝 ) 

NT$110  

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. 

2(1 下)/杜甫, 陳亞卉, 黃莉雯編著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

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

52-6 (平裝) NT$160  

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. 

6(3 下)/黃莉雯, 方毓秀, 洪雋典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

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

62-5 (平裝) NT$130  

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學習講義 . 

2(1 下)/柯怡禎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48-9 (平裝) 

NT$195  

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學習講義 . 

6(3 下)/柯怡禎, 朱莉亞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56-4 (平

裝) NT$150  

新挑戰國中地理百試達. 2(1 下)/李晏, 

俞詩甯, 陳啟仁, 陳真編著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6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51-9 (平裝) 

NT$150  

新挑戰國中地理百試達. 6(3 下)/陳啟

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61-8 (平裝) NT$110  

新挑戰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. 2(1 下)/

陳冠臻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54-0 (平裝) NT$160  

新挑戰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. 6(3 下)/

陳冠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12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64-9 (平裝) NT$130  

新挑戰國中地理學習講義. 2(1 下)/楊

婕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46-5 (平裝) NT$195  

新挑戰國中地理學習講義. 6(3 下)/楊

婕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57-1 (平裝) NT$15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百試達. 2(1 下)/

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27-4 (平裝) 

NT$18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百試達. 6(3 下)/

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43-4 (平裝) 

NT$17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麻辣講義. 6(3

下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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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42-7 (平

裝) NT$37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 . 

2(1 下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28-

1 (平裝) NT$27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 . 

6(3 下)/蔡志清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44-1 (平裝) 

NT$26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自修. 2(1

下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9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25-0 (平

裝) NT$48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自修. 6(3

下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40-3 (平

裝) NT$43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講義. 2(1

下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2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26-7 (平

裝) NT$370  

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講義. 6(3

下)/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8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41-0 (平

裝) NT$360  

新挑戰國中社會學習自修. 2(1 下)/陳

怡靜, 楊仁佐, 于寒江, 木宣, 韓均君
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45-8 (平裝) NT$480  

新挑戰國中社會學習自修. 6(3 下)/陳

怡靜, , 于寒江, 韓均君, 方雩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

2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

55-7 (平裝) NT$42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百試達. 2(1 下)/吳宜

蓁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10-6 (平裝) NT$17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百試達. 6(3 下)/吳宜

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09-0 (平裝) NT$17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. 2(1 下)/

李德彰, 詹麗馨, 李欣蓉編著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08-

3 (平裝) NT$27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. 6(3 下)/

李德彰, 詹麗馨, 蘇文賢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07-

6 (平裝) NT$26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自修. 2(1 下)/陳

傳興, 陳志明, 林宛瑩, 王秋萍編著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

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

14-4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8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自修. 6(3 下)/陳

傳興, 彭若寧, 王怡婷, 林宛瑩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

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

13-7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3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講義. 2(1 下)/林

意苹, 張惠文, 吳宜蓁編著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9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04-5 (平

裝) NT$34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講義. 6(3 下)/林

意苹, 張惠文, 吳宜蓁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5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03-8 (平

裝) NT$30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. 第二冊

(1 下)= Listening test/彭若寧編著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12-

0 (平裝) NT$140  

新挑戰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. 第六冊

(3 下)= Listening test/李宜霈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11-

3 (平裝) NT$140  

新挑戰國中國文百試達. 2(1 下)/陳祖

義, 盧盈君, 季柏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3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36-6 (平裝) 

NT$180  

新挑戰國中國文百試達. 6(3 下)/陳榮

德, 宋儒, 高子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37-3 (平裝) 

NT$170  

新挑戰國中國文新命題焦點. 2(1 下)/

簡易, 陳恬伶, 葉子彧, 吳美珠, 蔡佩

玲, 何嵐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101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34-2 ( 平 裝 ) 

NT$270  

新挑戰國中國文新命題焦點. 6(3 下)/

陳榮德, 吳美珠, 高子翱, 沈素妙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2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35-9 (平裝) NT$260  

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自修. 2(1 下)/徐

倩如, 陳盈宏, 張嘉純, 熊瑞英, 王韻

澄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3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38-0 (平裝) NT$480  

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自修. 6(3 下)/陳

郁生, 王玉芬, 鍾瑗, 高子翱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30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39-

7 (平裝) NT$430  

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講義. 2(1 下)/顏

婉玲, 簡蕙宜, 華子歆, 王玉芬, 鄭袖, 

林豐藝, 莊安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8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32-8 (平裝) 

NT$390  

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講義. 6(3 下)/顏

婉玲, 簡蕙宜, 劉怡君, 吳美珠, 華子

歆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2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33-5 (平裝) NT$34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百試達. 2(1 下)/數學

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68-17-5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百試達. 6(3 下)/數學

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18-2 ( 平 裝 ) 

NT$17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麻辣講義. 2(1 下)/蕭

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21-2 (平裝) NT$39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麻辣講義. 6(3 下)/蕭

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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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22-9 (平裝) NT$37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. 2(1 下)/

馮梵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12 .-- 1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23-6 (平裝) NT$27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. 6(3 下)/

馮梵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24-3 (平裝) NT$26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自修. 2(1 下)/楊

國政, 溫慧心, 郭穎麗編著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40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15-1 (平

裝) NT$48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自修. 6(3 下)/數

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21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16-8 (平裝) 

NT$43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講義. 2(1 下)/林

信宏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12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19-9 (平裝) NT$340  

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講義. 6(3 下)/林

信宏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12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20-5 (平裝) NT$320  

新挑戰國中歷史百試達. 2(1 下)/康妮
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50-2 (平裝) NT$150  

新挑戰國中歷史百試達. 6(3 下)/康妮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60-1 (平裝) NT$110  

新挑戰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. 2(1 下)/

江芸萱, 蔣昕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53-3 ( 平 裝 ) 

NT$160  

新挑戰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. 6(3 下)/

江芸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63-2 (平裝) NT$130  

新挑戰國中歷史學習講義. 2(1 下)/李

綪, 許瑞泰, 徐煜翔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12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47-2 (平裝) 

NT$195  

新挑戰國中歷史學習講義. 6(3 下)/李

綪, 徐煜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8-58-8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會計學新百試達講義. IV/黃仁乙編

著 .-- 2 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書 , 

11011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68-7-5 (平裝)  

新細說高中數學教學講義. 4A/羅添

壽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建弘 , 

11010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76-9-1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英語. 6/林佳芳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11 .-- 22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910-

7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國文. 6/翰林國文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1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41-0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數學. 6/林錦榮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21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22-

6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英語(教師用). 6/林

佳芳, 田超英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佳音, 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48-905-3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英語. 6/林佳芳, 田

超英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8-904-6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(教師用). 6/陳

怡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77-9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. 6/陳怡靜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78-6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(教師用). 6/陳

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61-8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. 6/陳宗樺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60-1 (平裝)  

經濟學(概要)測驗題完全制霸/蔡經

緯編著 .-- 17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53-2 (平裝) NT$620  

經濟學滿分總複習解答本/旗立財經

研究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

資訊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385-275-9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385-276-6 (下冊:平裝)  

經濟學歷屆試題詳解 . II/高勝銘編

著 .-- 20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65-5 (平裝) NT$620  

管理學歷屆試題詳解. 110-108 年/管

仲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58-7 (平裝) NT$650  

管理學題庫申論題型完全攻略/管尚

編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41-0 

(PDF)  

漁會招考漁會法及其施行細則/胡劭

安 編  .-- 三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鼎 文 , 

11011 .-- 416 面; 23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40-3 (平裝)  

精準制高中資優數學講義. 第 2 冊/朱

正康編著 .-- 修訂 1 版 .-- 新北市 : 建

興文化, 11010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24-402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奪魁-化學學測週計畫/楊志堅, 郭珉

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61-5 (平裝) NT$240  

奪魁-高中生物學測週計畫/陳志郎, 

陳霽雲, 楊俊浩, 紀荷玫, 廖崇志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0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57-8 (平裝)  

奪魁-高中物理學測週計畫/陳叡聖, 

郭勁, 賴奕帆, 李柏融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12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62-2 (平

裝)  

奪魁-高中數學 A 學測週計畫/李瑞, 

文士豪, 李宗憙, 簡維良, 徐唯恩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55-4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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奪魁地球科學 15 週週複習計畫/高清, 

曹子文, 溫世名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, 11010 .-- 15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63-9 (平裝)  

衛生與護理類專. 一, 生物 B 總複習/

李冠徵, 陳牧君, 張睿玲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啟英文化, 11010 .-- 256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9-2-

9 (平裝)  

數位科技概論&數位科技應用滿分

總複習解答本 /旗立資訊研究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立資訊 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5-277-3 (平裝)  

*蔬果切雕 . 實用基礎篇= Vegetable 

carving/吳松濂, 楊淳雅編著 .-- 再版 .-

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20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03-1 (平裝)  

標 竿 國 中 英 語 : 文 法 寶 典 . 5= 

Mastering grammar for junior high 

school/ 賴 素 如 , Cindy Koch, Tim 

Heebner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標

竿出版社, 11010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98-3-6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基本電學(含

實習)總複習講義/陳冠良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11 .-- 5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78-3 (平

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程式設計實

習總複習/陳建宏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科友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64-376-9 (平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微處理總複

習/陳仕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

友, 11011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64-379-0 (平裝)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南版). 數學. 

2/張永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

62-2 (平裝) NT$22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南版). 數學. 

4/張永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

63-9 (平裝) NT$22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康版). 國文. 

2/陳靜宜, 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6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61-5 (平裝) 

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康版). 數學. 

2/許連喜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

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

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2-70-7 (平裝) NT$22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翰版). 國文. 

2/陳靜宜, 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6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60-8 (平裝) 

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翰版). 數學. 

2/許連喜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

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

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2-69-1 (平裝) NT$22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公民. 4/朱莉亞, 

姚仁傑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99-8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公民. 6/蔣欣彤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34-

8 (平裝) NT$11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地理 . 4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90-

5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地理 . 6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91-

2 (平裝) NT$11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自然. 4/黃玉明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81-

3 (平裝) NT$16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自然. 6/段清文, 

李其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82-0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英語. 4/黃慧婷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48-

6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英語. 6/黃慧婷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49-

3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國文. 4/陳元貞, 

鄭欣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42-4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國文. 6/陳元貞, 

曹子靖, 鄭如伶, 李煒富編著 .-- 臺南

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43-1 (平裝) 

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數學. 6/張喬閔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64-

6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歷史. 4/楊書濠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72-

1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歷史. 6/楊書濠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73-

8 (平裝) NT$11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公民. 2/蔣欣彤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33-

1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公民. 4/朱莉亞, 

姚仁傑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32-4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公民. 6/蔣欣彤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35-

5 (平裝) NT$11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地理 . 2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92-

9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地理 . 4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93-

6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地理 . 6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94-

3 (平裝) NT$11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自然. 4/簡良諭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84-

4 (平裝) NT$1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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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自然. 6/段清文, 

李其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85-1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英語. 2/簡史源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50-

9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英語. 4/Ching Shih, 

王巧文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51-6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英語. 6/Ching Shih, 

謝素薰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52-3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國文. 4/陳元貞, 

曹子靖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44-8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國文. 6/張耿豪, 

徐芳薇, 梁欣凱, 李志偉編著 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45-5 (平裝) 

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數學. 4/張喬閔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3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65-

3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數學. 6/張喬閔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66-

0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歷史. 2/楊書濠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6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74-

5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歷史. 4/楊書濠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75-

2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歷史. 6/楊書濠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78-

3 (平裝) NT$11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公民. 2/楊欣龍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

98-1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地理. 2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89-

9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自然. 2/楊雲錚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

80-6 (平裝) NT$16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英語. 2/黃慧婷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00-3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國文. 2/陳靜宜, 

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0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41-7 (平裝) 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歷史. 2/楊書濠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

71-4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康版). 自然. 2/楊雲錚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

83-7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適翰版). 自然. 2/楊雲錚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

86-8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公民. 2/蔣欣彤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31-

7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公民. 4/朱莉亞, 

姚仁傑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29-4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公民. 6/蔣欣彤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30-

0 (平裝) NT$11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地理. 2/郭易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95-0 (平裝) 

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地理 . 4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96-

7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地理 . 6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97-

4 (平裝) NT$11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自然. 4/簡良諭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87-

5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自然. 6/段清文, 

李其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88-2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英語. 2/李婕妤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53-

0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英語. 4/李婕妤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54-

7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英語. 6/莊艾薇, 

李婕妤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55-4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國文. 4/張耿豪, 

陳元貞, 李志偉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0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2-46-2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國文. 6/李志偉, 

高珮軒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0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2-47-9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數學. 4/張喬閔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13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67-

7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數學. 6/張喬閔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68-

4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歷史. 2/楊書濠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6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76-

9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歷史. 4/楊書濠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79-

0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歷史. 6/楊書濠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0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2-77-

6 (平裝) NT$1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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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與教學/羅正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384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07-1 (平

裝) NT$430  

數學(B)30 天輕鬆破關/莫非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三民輔考資訊 , 

11010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7-79-2 (平裝)  

數學(C)30 天輕鬆破關/郭傑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三民輔考資訊 , 

1101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7-85-3 (平裝)  

數學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4 下/康軒

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40-2 (平裝)  

數學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5 下/康軒

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41-9 (平裝)  

數學重點複習(教師用書). 6 下/康軒

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1-42-6 (平裝)  

數學重點複習. 6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

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43-3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1 下/康軒數

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89-1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2 下/康軒數

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90-7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3 下/康軒數

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006-1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4 下/康軒數

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44-0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5 下/康軒數

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45-7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6 下/康軒數

學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1-46-4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. 1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92-1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. 2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91-4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. 3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07-8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. 4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47-1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. 5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48-8 (平裝)  

數學練習簿. 6 下/康軒數學編輯小組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1-49-5 (平裝)  

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1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

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13-0 (平裝)  

翰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

義式評量. 3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版 .-- 

桃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15-4 (平

裝)  

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
專用講義式評量. 6 下/田潔編 .-- 第二

版 .-- 桃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

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

89-6 (平裝)  

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9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14-7 (平裝)  

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6 下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8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95-7 (平裝)  

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1 下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1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82-7 (平

裝)  

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1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16-1 (平

裝)  

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6 下/鄭愛妮編 .-- 二版 .-- 桃園

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83-4 (平裝)  

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1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85-8 (平

裝)  

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3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0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3-11-6 (平

裝)  

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
評量. 6 下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101 .-- 9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84-1 (平裝)  

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. 6

下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 良

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38-99-5 (平裝)  

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. 

下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 良

品出版社, 11101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3-12-3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(教師用). 

4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甲文教 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87-7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(教師用). 

6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甲文教 , 

1101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95-2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. 4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88-

4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96-

9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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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89-

1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地理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4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90-7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00-

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自然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99-0 (平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1 下(乙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31-8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1 下(甲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30-1 (平

裝)  
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4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159-4 (平裝)  
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

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197-6 (平裝)  
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0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60-0 (平裝)  
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98-3 (平裝)  
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

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132-7 (平裝)  
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31-0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91-

4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自然講義. 6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6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92-1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69-

3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. 6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2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70-9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4/陳凱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21-1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6/陳凱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68-6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. 4/陳凱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8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22-

8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. 6/陳凱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1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67-

9 (平裝)  

翰林版無敵自修. 高中國文. 4/陳智

弘, 陳春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1 .-- 39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92-2 (平裝)  

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185-3 (平裝)  

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86-0 (平裝)  
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201-0 (平裝)  
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02-7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83-9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84-

6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79-2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80-

8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71-6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72-

3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45-7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47-1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4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49-5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51-8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153-2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46-

4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48-

8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4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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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50-

1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52-

5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154-

9 (平裝)  

*憲法題庫: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(司法

版)/劉沛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560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05-7 (平裝) 

NT$580  

*憲法題庫: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(高普

考版)/劉沛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560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04-0 (平裝) 

NT$580  

*憲法題庫: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(警察

版)/劉沛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- 560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06-4 (平裝) 

NT$580  

學習作業. 地理科(康). 4/ .-- 臺中市 : 

奇鼎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9-14-5 (平裝)  

餐飲人力資源管理. 民宿篇/陳永賓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35-4 

(PDF)  

餐飲安全與衛生/李義川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20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74-6 (平

裝)  

餐飲安全與衛生/李義川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78-4 (PDF)  

學測數 A 大解密= Mathematics/林俊

成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48-127-

9 (上冊:平裝) NT$340 .-- ISBN 978-

986-448-128-6 (下冊:平裝) NT$390  

*職業學校餐旅群旅遊實務. I= Travel 

agency operation and practice/許耀天, 

許倩雯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

11010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22-9-3 (平裝)  

* 職 業 學 校 餐 旅 群 旅 遊 實 務 . II= 

Travel agency operation and practice/許

耀天, 許倩雯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

文野, 11010 .-- 1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7-00-0 (平裝)  

*職業學校餐旅群旅館實務. I= Hotel 

practice/顧景昇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

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7-01-7 (平裝)  

*職業學校餐旅群旅館實務. II= Hotel 

practice/顧景昇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

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7-02-4 (平裝)  

*職業學校機械群車床實習. I= Lathe 

works practice/王金柱編著 .-- 再版 .-- 

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04-8 (平裝)  

*職業學校機械群車床實習. II= Lathe 

works practice/王金柱編著 .-- 再版 .-- 

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5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05-5 (平裝)  

醫檢師國考題詳解. V, 臨床生理學與

病理學/陳連城, 康情編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0 .-- 6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63-1 (平

裝) NT$680  

醫檢師國考題詳解. VII, 臨床鏡檢學

(包括寄生蟲學)/陳連城, 康情編著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

4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64-8 (平裝) NT$580  

關務特考: 分析化學(含定性定量分

析、儀器分析)/林惠中編 .-- 九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57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30-4 (平裝)  

*關稅(務)法規(含概要)/胡劭安編 .-- 

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29-8 (PDF)  

警專地理/陳亦凡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88-4 (EPUB)  

警專英文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陽

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
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86-0 (EPUB)  

警專國文/陳雲飛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87-7 (EPUB)  

警專數學 /王瑋 , 吳迪編著 .-- 第八
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5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30-9 (平裝) NT$560  

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/

陸維良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
輔考資訊, 11011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7-89-1 (平裝)  

警察考試: 犯罪學主題式混合題庫

Q&A(含再犯預測 ). 111 版 /何漢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13-2 (平裝) NT$650  

警察法規申論題庫(內軌)/程譯編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78-02-0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警察法規申論題庫(外軌)/程譯編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78-03-7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警察法規考前劃重點口袋書/程譯編

著  .-- 四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新 保 成 , 

11010 .-- 65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1-821-1 (平裝) NT$380  

警察法規測驗題庫(內軌)/程譯編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78-00-6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警察法規測驗題庫(外軌)/程譯編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
數位出版, 11010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78-01-3 ( 平 裝 ) 

NT$580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社會/林均, 李志忠, 

李若妡, 方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12-7 (平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社會(教師用)/林均, 

李志忠, 李若妡, 方雩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9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11-0 (平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國文/吳兆斌, 周雅心, 

鍾禐, 黃詩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33-2 (平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國文(教師用)/吳兆斌, 

周雅心, 鍾禐, 黃詩婷編著 .-- 初版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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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8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32-5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公民/

尚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05-9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公民

(教師用)/尚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04-2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生物/

許浩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371-7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生物

(教師用)/許浩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370-0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地理/

吳梖, 丘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26-4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地理

(教師用)/吳梖, 丘虎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25-7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地球

科學/蔡志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23-3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地球

科學(教師用)/蔡志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24-0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英語

/Nita Wang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1 .-- 168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63-2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英語

(教師用)/Nita Wang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68 面; 3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62-5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理化/

林安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29-5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理化

(教師用)/林安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28-8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歷史/

陳玉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19-6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歷史

(教師用)/陳玉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18-9 (平裝)  

贏戰關鍵 60 天. 生物/藍伯倫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2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06-

6 (平裝)  

護理師先鋒: 內外科護理學/晨棠著 .-

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0 .-- 50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4-1-

9 (平裝) NT$550  

護理師先鋒: 社區衛生護理學/王雪

著 .-- 十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0 .-- 

456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44-2-6 (平裝) NT$480  

護理師先鋒: 基本護理學/晨棠著 .-- 

二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1 .-- 46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4-3-

3 (平裝) NT$500  

鐵路法(大意)/劉奇編著 .-- 第十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0 .-

- 5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29-3 (平裝) NT$620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企業管理

大意(適用佐級))(99-110 年試題)(測

驗題型)/張承 , 莫惟 , 趙敏 , 楊逍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4-98-2 (PDF)  

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企業管理大意

(適用佐級)). 2022(99-110 年試題)(測

驗題型)/張承 , 莫惟 , 趙敏 , 楊逍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 , 

11011 .-- 1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4-99-9 (平裝) NT$220  

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 (機械原理大

意). 2022(103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

程東, 莊仲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碩教育, 11011 .-- 9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4-96-8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機械製造學大

意(含機械工程製圖大意)(適用佐級)). 

2022(103-110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莊

伯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

1101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4-97-5 (平裝) NT$200  

*觀光地理. II/吳連賞, 林綱偉著 .-- 再

版 .-- 臺中市 : 文野, 11010 .-- 157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7-08-6 (平

裝) NT$400  

*英文成語典故 Tell Me Why/李佳琪

編著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393-7 (EPUB)  

兒童讀物 

(玩.做.學 STEAM 遊戲書)自己做機器

人圖解實作書: 5 大類用途 X20 種機

器人,從零開始成為機器人創客/鮑伯.

凱托維奇 (Bob Katovich)作 ; 穆允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01-6 (PDF)  

(玩.做.學 STEAM 遊戲書)自己做機器

人圖解實作書: 5 大類用途 X20 種機

器人,從零開始成為機器人創客/鮑伯.

凱托維奇 (Bob Katovich)作 ; 穆允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02-3 (EPUB)  

0 歲拉拉書. 第三集/蔡惠芬執行編

輯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71-03-8 (全套:精裝) 

NT$220  

123 生台灣/陳盈帆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84-9 (PDF)  

123 生台灣/陳盈帆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86-3 (EPUB)  

365 床邊故事(暢銷版)/小紅花童書工

作室編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33-99-9 (全套:

精裝附光碟片) NT$1120  

500 años después.../author Huiling 

Huang; illustrator Huiling Huang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77-3 (EPUB)  

A Mimi le encanta imitar/author Yih-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07-4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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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berts erster Flug/autor Yih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nlung Huang .-- 新竹縣 : 

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65-0 (EPUB)  

Aliberto impara a volare/autore Yih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nlung Huang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66-7 (EPUB)  

Amazing grace/author John Newton, J P 

Rees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10-4 

(EPUB)  

Auf dem nachhauseweg/autor Julia Chen; 

illustrator Fion Stewart .-- 新竹縣 : 和

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67-4 (EPUB)  

Big stickers for little people: 形狀與顏

色/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; Shannon 

Hays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40-3 (精裝) 

NT$180  

Big stickers for little people: 快樂農場

/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; Stuart Lynch

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42-7 ( 精 裝 ) 

NT$180  

Big stickers for little people: 海洋裡有

什 麼 ?/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 ; 

Shannon Hays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39-

7 (精裝) NT$180  

Big stickers for little people: 恐龍島嶼

/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; Stuart Lynch

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

11012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13-43-4 (精裝) NT$180  

Big stickers for little people: 野生動物

做什麼?/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 ; 

Véronique Petit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新

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36-6 (精裝) 

NT$180  

Big stickers for little people: 動物寶寶

玩什麼?/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 ; 

Véronique Petit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37-

3 (精裝) NT$180  

Big stickers for little people: 森林裡有

什 麼 ?/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 ; 

Shannon Hays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38-

0 (精裝) NT$180  

Big stickers for little people: 超級交通

/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 ; Dawn 

Machell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41-0 (平裝) 

NT$180  

BOBO FUN!: BO 出 十 隻 小 猴 子

/Melissa & Doug 作.插圖; 何妍萱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1 .-- 

20 面; 24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3-30-4 (精裝) NT$420  

BOBO FUN!: BO 出 英 文 A 到

Z/Melissa & Doug 作.插圖; 何妍萱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1 .-

- 20 面; 24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3-31-1 (精裝) NT$420  

BOBO FUN!: BO 出 野 生 動 物 園

/Melissa & Doug 作.插圖; 何妍萱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1 .-- 

20 面; 24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3-32-8 (精裝) NT$420  

BOBO FUN!: BO 出 繽 紛 的 彩 色

/Melissa & Doug 作.插圖; 何妍萱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1 .-- 

20 面; 24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3-29-8 (精裝) NT$420  

Case/autore Yang Huan; illustratore 

Hsiaoyen Huang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68-1 (EPUB)  

Cosa mangiano i cuccioli/autore Yu-Ju 

Chen; illustrator Yu-Ju Chen .-- 新竹縣 : 

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69-8 (EPUB)  

Das froschkonzert/Nacherzählt von 

Yihfen Chou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78-0 (EPUB)  

Dov'e' la primavera?/autore Yang Huan; 

illustrator H.Y. Huang, A. Yang .-- 新竹

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70-4 (EPUB)  

EI sanoo Mimi/author Yih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11-1 

(EPUB)  

FOOD 超人小手點讀: ㄅㄆㄇ拼音寶

典/風車編輯群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
書, 11101 .-- 26 面; 3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23-709-0 (精裝)  

FOOD 超人小手點讀必學啟蒙大全: 

唐詩、三字經、弟子規/風車編輯群

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101 .-- 32

面; 32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

708-3 (精裝)  

FOOD 超人小手點讀學前啟蒙百科/

風車編輯群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

11012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23-707-6 (精裝)  

GO!GO!蓋多/黃麗珍文.圖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幼獅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9-249-7 (PDF)  

Guess what the opposite is?/author 

Yihfen 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12-8 (EPUB)  

Guess whose home this is?/author Yih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13-5 (EPUB)  

Guji Guji 不見了/陳致元文.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 11011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64-

3 (精裝) NT$360  

Histoire de pipi/author Yihfen Chou; 

illustré pa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64-3 

(EPUB)  

How great thou art/author Carl Boberg .-

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14-2 (EPUB)  

I can't wait to grow up!/author Sun-Jun; 

illustrator Sun-Jun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79-7 (EPUB)  

Ich muss allein nach hause 

kommen/author Meng-Ting Weng; 

illustrator Meng-Ting Weng .-- 新竹縣 : 

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80-3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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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 I were not a cat/author & illustrator 

Licca Jennifer .-- 1st ed. .-- 桃園市 : 蘇

子喬, 11010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61-6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Io e la mia bici/autore Andy Yeh; 

illustrator Andy Yeh .-- 新竹縣 : 和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7-71-1 (EPUB)  

Mama, draußen scheint die Sonne!/autor 

Su-Hsia Hsu; illustrator Su-Hsia Hsu .-- 

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63-6 (EPUB)  

Me and my bike/author Andy Yeh; 

illustrator Andy Yeh .-- 新竹縣 : 和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7-81-0 (EPUB)  

Mein Fahrrad und ich/autor Andy Yeh; 

illustrator Andy Yeh .-- 新竹縣 : 和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7-72-8 (EPUB)  

Mimi adora imitare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15-9 

(EPUB)  

Mimi and the Chinese mother 

goose/author Yih-Fen Chou; Illustrator 

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Group .-- 

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16-6 (EPUB)  

Mimi celebrates a festival/author Yih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17-3 (EPUB)  

Mimi descubre los libros/author Yih-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18-0 (EPUB)  

Mimi dice no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19-7 

(EPUB)  

Mimi dice que no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20-3 

(EPUB)  

Mimi dit non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21-0 

(EPUB)  

Mimi doesn't want to draw/author Yih-

Fen 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22-7 (EPUB)  

Mimi doet alles na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23-4 

(EPUB)  

Mimi fait comme les grands/author Yih-

Fen 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24-1 (EPUB)  

Mimi goes camping/author Yih-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25-8 (EPUB)  

Mimi goes potty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26-5 

(EPUB)  

Mimi impara a riordinare/author Yih-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27-2 (EPUB)  

Mimi loves to mimic/author Yih-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28-9 (EPUB)  

Mimi macht gerne andere leute 

nach/author Yih-Fen Chou; illustrator 

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Group .-- 

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29-6 (EPUB)  

Mimi matkii/author Yih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30-2 

(EPUB)  

Mimi meets books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31-9 

(EPUB)  

Mimi ne sait pas ranger/author Yih-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32-6 (EPUB)  

Mimi no quiere pintar/author Yih-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33-3 (EPUB)  

Mimi non vuole disegnare/author Yih-

Fen 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5-34-0 (EPUB)  

Mimi potty story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35-7 

(EPUB)  

Mimi räumt auf.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36-4 

(EPUB)  

Mimi sagt nein!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37-1 

(EPUB)  

Mimi says no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38-8 

(EPUB)  

Mimi scopre i libri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39-5 

(EPUB)  

Mimi siger nej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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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40-1 

(EPUB)  

Mimi the tag-along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41-8 

(EPUB)  

Mimi tidies up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42-5 

(EPUB)  

Mimi usa el orinal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43-2 

(EPUB)  

Mimi usa il vasino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99-5 

(EPUB)  

Mimi vil ogsa/author Yih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98-8 

(EPUB)  

Mimi zegt nee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97-1 

(EPUB)  

Mimi's brother looks for mommy/author 

Yih-Fen 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

Chen, 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

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96-4 (EPUB)  

Mimi's pacifier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95-7 

(EPUB)  

Mon vélo/autore Andy Yeh; illustrator 

Andy Yeh .-- 新 竹 縣  : 和 英 文 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82-7 (EPUB)  

pinbahuw na yaki mu= 奶奶的農作物

/Umas(呂秋琬)文字; Amuy Acay(林沂

臻)繪圖 .-- 桃園市 : 泰雅族語言推動

組織, 11011 .-- 40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36-1-9 (精裝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1, the alphabet= 

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1, 字母學習本

/ 林 素 娥 (Su-O Lin), 大 衛 . 杜 (David 

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20-0 (PDF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1, the alphabet= 

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1, 字母學習本

/ 林 素 娥 (Su-O Lin), 大 衛 . 杜 (David 

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24-8 (EPUB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2, consonants & 

short vowels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2, 

字母拼讀本 /子音&短母音 /林素娥

(Su-O Lin), 大衛.杜(David Doyle)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22-4 (PDF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2, consonants & 

short vowels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2, 

字母拼讀本 /子音&短母音 /林素娥

(Su-O Lin), 大衛.杜(David Doyle)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25-5 (EPUB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3, long vowels= 

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3, 字母拼讀本

/長母音 /林素娥(Su-O Lin), 大衛 .杜

(David 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23-1 (PDF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3, long vowels= 

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3, 字母拼讀本

/長母音 /林素娥(Su-O Lin), 大衛 .杜

(David 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26-2 (EPUB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4, special 

consonants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4, 

字母拼讀本/特殊子音/林素娥(Su-O 

Lin), 大衛 .杜 (David Doyle)作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19-4 (PDF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4, special 

consonants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4, 

字母拼讀本/特殊子音/林素娥(Su-O 

Lin), 大衛 .杜 (David Doyle)作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30-9 (EPUB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5, special 

vowels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5, 字

母 拼 讀 本 / 特 殊 母 音 / 林 素 娥 (Su-O 

Lin), 大衛 .杜 (David Doyle)作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21-7 (PDF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5, special 

vowels= 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5, 字

母 拼 讀 本 / 特 殊 母 音 / 林 素 娥 (Su-O 

Lin), 大衛 .杜 (David Doyle)作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28-6 (EPUB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6, activities= 自

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6, 複習練習本/

林 素 娥 (Su-O Lin), 大 衛 . 杜 (David 

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18-7 (PDF)  

Power English: phonics. 6, activities= 自

然發音法學習繪本. 6, 複習練習本/

林 素 娥 (Su-O Lin), 大 衛 . 杜 (David 

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29-3 (EPUB)  

Readers & players/學齡國際有限公司

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國際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16-13-8 (全套:

平裝)  

Readers & players: world adventure/學

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學齡

國際, 11010 .-- 2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6-08-4 (平裝)  

Reading house. level 3: Jack and the 

beanstalk/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, 

Beat Eisele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

11011 .-- 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06-955-0 (精裝) .-- ISBN 978-957-

606-956-7 (精裝附光碟片)  

Searching for an albatross/author Yihfen 

Chou; illustrator Heryin Art Group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83-4 (EPUB)  

Singing songs with Mimi/author Yih-Fen 

Chou; 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

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94-0 (EPUB)  

Take a walk/author Chih; illustrator 

Chih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84-1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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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hardest hidden pictures book ever. 

blue book/Highlights 作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書林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45-964-3 ( 平 裝 ) 

NT$220  

The hardest hidden pictures book ever. 

green book/Highlights 作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書林, 11010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45-965-0 ( 平 裝 ) 

NT$220  

The little stone lion/author & illustrator 

Kim Xiong .-- 新竹縣  : 和英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85-8 (EPUB)  

This Is my father's world/author Maltbie 

Davenport Babcock, Franklin L. 

Sheppard .-- 新 竹 縣  : 和 英 文 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93-3 (EPUB)  

Toilettes Mimi/author Yih-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h-Yuan Chen, Heryin Art 

Group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92-6 

(EPUB)  

Tornando a casa/autore Julia Chen; 

illustrator Fion Stewart .-- 新竹縣 : 和

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73-5 (EPUB)  

Vole, Albert, vole!/author Yihfen Chou; 

illustrator Chinlung Huang .-- 新竹縣 : 

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7-86-5 (EPUB)  

Was essen babys?/autor Yu: Ju Chen; 

illustrator Yu-Ju Chen .-- 新竹縣 : 和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7-74-2 (EPUB)  

Watan kbrus= 騙 人 的 瓦 旦 /Ayu 

Payas(蘇秋華)文字; Hac’Ayu(黃紫

薇)繪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泰雅族語

言推動組織, 11011 .-- 40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6-0-2 (精裝)  

Wer hat Michas essen geklaut?/autore 

Andy Yeh; illustrator Andy Yeh .-- 新竹

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87-2 (EPUB)  

What do babies eat?/author Yu-Ju Chen; 

illustrator Yu-Ju Chen .-- 新竹縣 : 和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7-88-9 (EPUB)  

Wo ist der frühling?/autor Yang Huan; 

illustrator H.Y. Huang, A. Yang .-- 新竹

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7-75-9 (EPUB)  

Zuhause/autor Yang Huan; illustrator 

Hsiaoyen Huang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76-6 (EPUB)  

みんな なにしてるの?/村山涼子, 江

川聖子文; リンゲンシン圖 .-- 臺北

市 : 何嘉仁, 11012 .-- 36 面; 22X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9-8-3 (平裝)  

ミ ミ ち ゃ ん  ま ね っ こ だ い す き

/author Yihfen Chou; illustrator Chih-

Yuan Chen, Heryin Art Group .-- 新竹

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5-06-7 (EPUB)  

きみのうち、ぼくのうち/ヤン.ホア

ン文; ホアン.シャオイェン絵; 中由

美子訳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89-6 

(EPUB)  

*一起去散步/李琬婷文.圖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 : 李琬婷 , 11011 .-- 24 面 ; 
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74-

6 (精裝) NT$380  

一起認識傳染病的祕密系列套書/お

かだはるえ作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3-28-

1 (全套:精裝)  

十二個小神仙/葛冰著; 趙曉宇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柏樂, 11101 .-- 32 面; 
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3-6-

1 (精裝) NT$280  

大小姐小學生/川之上英子, 川之上

健文.圖; 詹慕如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熊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41-5 (全套:平裝) NT$640  

小石頭/坂本千明文.圖; 米雅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12 .-

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

11-7 (精裝)  

山風中的勇氣/李堯作 .-- 臺北市 : 翡

冷翠文創, 11012 .-- 36 面; 29X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5-2-8 (精裝) 

NT$300  

小紅花/安哲文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5-108-9 (EPUB)  

小狼上學去/台梗玖號編劇; 魚魚插
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唯心科技 , 

11101 .-- 48 面; 25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93-1-0 (精裝) NT$500  

也許...我們擁有無盡的可能/科比.亞

瑪達(Kobi Yamada)作; 加布里埃拉.巴

魯什(Gabriella Barouch)繪; 劉毅譯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龍溪國際圖書 , 

11010 .-- 4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314-8-2 (精裝) NT$480  

山頂上的一百萬顆牡蠣/艾力克斯.諾

奎斯(Alex Nogués)文; 蜜倫.阿希恩.羅

拉(Miren Asiain Lora)圖; 葉淑吟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04-2 

(PDF)  

山頂上的一百萬顆牡蠣/艾力克斯.諾

奎斯(Alex Nogués)文; 蜜倫.阿希恩.羅

拉(Miren Asiain Lora)圖; 葉淑吟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07-3 

(EPUB)  

小 畫 家 與 大 畫 家 /Audrey Yeh, Judy 

Wang 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王君

儀, 11010 .-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70-8 ( 精 裝 ) 

NT$250  

大腳走臺灣/林敏雲文; 陳佩娟圖 .-- 

臺北市 : 學而文化, 11011 .-- 24 面; 

24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245-3-

9 (精裝) NT$300  

小雷龍視覺刺激書: 爸爸在哪裡?/史

蒂芬.榮波(Stephan Lomp)作; 王鈺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09-2 (PDF)  

小雷龍視覺刺激書: 爸爸在哪裡?/史

蒂芬.榮波(Stephan Lomp)作; 王鈺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14-6 (EPUB)  

小雷龍視覺刺激書: 媽媽在哪裡?/史

蒂芬.榮波(Stephan Lomp)作; 王鈺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10-8 (PDF)  

小雷龍視覺刺激書: 媽媽在哪裡?/史

蒂芬.榮波(Stephan Lomp)作; 王鈺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13-9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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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熊在哪裡?/kiki 作; 許匡匡繪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, 

11010 .-- 36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400-1-9 (精裝) NT$420  

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4-6: 自助力!積極

力!幽默力/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7-1-2 (PDF)  

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4-6: 自助力!積極

力!幽默力/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97-3-6 

(EPUB)  

小學生心理學漫畫: 我的六大能力/

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快樂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97-2-9 (PDF)  

小學生心理學漫畫: 我的六大能力/

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快樂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97-4-3 (EPUB)  

天才少女福爾摩斯. 5, 神祕的裙撐/

南西.史賓格(Nancy Springer)著; 金瑄

桓, 林虹瑜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88-0 (EPUB)  

丹丹一起來玩吧/清野幸子文.圖; 鄭

明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62-721-6 (精裝) NT$180  

天父世界/Maltbie Davenport Babcock, 

Franklin L. Sheppard 詞 .-- 初版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5-00-5 (EPUB) 

NT$169  

丹丹好習慣養成禮盒/清野幸子文.圖; 

鄭明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

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762-

724-7 (全套:精裝) NT$1080  

丹丹尿尿噓-噓-/清野幸子文.圖; 鄭明

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62-723-0 (精裝) NT$180  

丹丹刷牙刷-刷-刷/清野幸子文.圖; 鄭

明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 

11011 .-- 24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62-722-3 (精裝) NT$180  

丹丹躲貓貓/清野幸子文.圖; 鄭明進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 , 

11010 .-- 24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62-719-3 (精裝) NT$180  

丹丹嚼嚼嚼/清野幸子文.圖; 鄭明進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 , 

11011 .-- 24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62-720-9 (精裝) NT$180  

不冒煙的煙囪?/黃盈瑄, 龜山樂善國

小 110 學年度畢業生圖.文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微光生活設計室, 11010 .-- 

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34-

0-5 (精裝)  

水豚帶來的美麗新世界/阿爾弗雷多.

索德圭特(Alfredo Soderguit)文.圖; 黃

婷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69-8-3 (PDF)  

*太喜歡歷史了!(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
史)1-5 套書: 從史前到魏晉南北朝/知

中編委會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

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784-99-2 (全套:平裝) NT$17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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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北

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93-0 (PDF) NT$24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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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北

市 : 字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4-94-7 (EPUB) 

NT$245  

太喜歡歷史了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

1-5: 從原始時代到魏晉南北朝/知中

編委會著  .-- 新北市  : 字畝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02-8 (PDF)  

太喜歡歷史了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

1-5: 從原始時代到魏晉南北朝/知中

編委會著  .-- 新北市  : 字畝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05-9 (EPUB)  

天藍王子; 梅紅公主/利卡多.弗蘭卡

維利亞(Riccardo Francaviglia), 瑪格麗

塔.斯噶拉塔(Margherita Sgarlata)作 .-- 

臺北市 : 翡冷翠文創, 11012 .-- 36 面; 

29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43-8-

5 (精裝) NT$300  

奶奶們的比基尼/彭素華作; 達姆插
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27-5 

(PDF)  

奶奶們的比基尼/彭素華作; 達姆插
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29-9 

(EPUB)  

未行之路/羅伯特.佛洛斯特文; 黃小

燕圖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7-90-2 (EPUB)  

世界傳統習俗: 節慶好好玩 立體遊

戲書/邱嘉慧著; HOM 的遊樂園繪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双美生活文創 , 

11011 .-- 16 面; 25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5-45-2 (精裝) NT$499  

世 界 需 要 怪 小 孩 / 漢 娜 . 圖 克 (Hana 

Tooke)著; 愛伊莎.盧比歐(Ayesha L. 

Rubio)繪; 謝佩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識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97-5-1 (EPUB)  

布嵐的神奇眼鏡店/鍾育婷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唯心科技, 11101 .-- 40

面 ; 25X24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893-5-8 (精裝) NT$500  

史蒂芬.霍金/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

斯.維格拉(María Isabel Sánchez Vegara)

文; 麥特.亨特(Matt Hunt)圖; 張東君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2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92-2 (精裝) NT$350  

台灣樂多多: 台北、台中、台南系列

套組/Family L'Homme 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飛行船文化教育, 11012 .-- 冊 .-

- ISBN 978-986-97079-5-4 (全套:精裝)  

好一個噴嚏!/黃誠文.圖 .-- 初版 .-- 高

雄 市  : 台 灣 豐 穗 全 人 關 懷 協 會 , 

11011 .-- 27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20-0-1 (精裝)  

全世界最好吃的鬆餅/貝果文.圖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 11011 .-- 

44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61-666-7 (精裝) NT$280  

米米去露營/周逸芬文; 陳致元, 和英

美術團隊圖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5-01-2 (EPUB) NT$280  

米米玩遊戲/周逸芬文; 陳致元, 和英

美術團隊圖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5-02-9 (EPUB) NT$280  

米米過節日/周逸芬文; 陳致元, 和英

美術團隊圖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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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5-03-6 (EPUB) NT$280  

如果我不乖,媽媽妳還愛我嗎?/崔亨

美(최형미)文; 元裕美(원유미)圖; 張

珮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0-53-8 (PDF)  

如果我不是一隻貓/Licca Jennifer 蘇

子喬文.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蘇子喬, 

11010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23-4 (精裝) NT$350  

字音字形 ABC(中英雙語 )/羽弈編

著 .-- 臺中市 : 華碩文化科技, 11012 .-

- 20 面; 26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2-15-3 (精裝) NT$780  

灰 面 鵟 鷹 的 旅 行 = Gray-faced 

buzzard's journey/何華仁文.圖; 陳采體

翻譯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, 11010 .-- 

8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58-

96-8 (精裝)  

艾 倫 . 史 諾的 思 考 探索 /艾倫 .史諾

(Alan Snow)文圖; 黃筱茵, 蔡心語譯 .-

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小 宇 宙 文 化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246-0-

0 (全套:精裝) NT$990  

好 寂 寞 的 螢 火 蟲 / 艾 瑞 . 卡 爾 (Eric 

Carle)文.圖; 幸蔓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上誼文化, 11012 .-- 26 面; 18X13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25-4 (精裝) 

NT$450  

各就各位: 飯糰大對決!/森熊堂文; 廣

川沙映子圖; 米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11 .-- 40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09-4 (精裝) 

NT$320  

好棒的水/橋瓦娜.曼特加札(Giovanna 

Mantegazza) 文 ; 西 蒙 娜 . 穆 拉 札 尼

(Simona Mulazzani)圖; 李紫蓉譯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上人文化, 11010 .-- 

24 面; 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12-407-9 (精裝)  

好想好想吃起司棒!/長谷川義史文.

圖; 林真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

京國際, 1101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0-409-4 (精裝)  

年獸來了/<<幼兒畫報>>編輯部改編; 

嚴一溪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柏樂, 

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13-5-4 (精裝) NT$320  

成鷹: 原創故事、劇本、繪本: Grow 

like an Eagle/岳淑君(叔軍)作 .-- 臺中

市 : 岳淑君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00-5 (AZW(Amazon 

Kindle)) NT$700  

那一年我們走路上學去/游孟潔, 王

翊宇, 余梓毅, 陳冠宇, 黃韻亭, 黃喬

依, 劉懷允, 吳昆翰, 劉育汝, 張真儒

故事撰寫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翁子社

區發展協會, 11011 .-- 40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1-0-3 (精裝) 

NT$250  

我不要!/Make Believe Ideas 作; Stuart 

Lynch 插圖; 何妍萱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禾流文創 , 11012 .-- 10 面 ; 

19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35-

9 (精裝) NT$500  

我有好朋友/孟瑛如文; 蔡浩軒圖; 吳

侑達英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

理, 11011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4-47-7 (精裝) NT$300  

住在黑白洞穴裡的鼴鼠/特瑞莎.賽迪

瓦(Tereza Sediva)文.圖; 黃筱茵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, 

11011 .-- 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07-4-1 (精裝) NT$320  

我 的 小 小 EQ 寶 寶 : 愛 的 寶 寶

/Stéphanie Couturier 作 ; Maurèen 

Poignonec 插畫; 李旻諭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2 面; 

20X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33-

5 (精裝)  

我 的 小 小 EQ 寶 寶 : 難 過 寶 寶

/Stéphanie Couturier 作 ; Maurèen 

Poignonec 插畫; 李旻諭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22 面; 

20X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34-

2 (精裝)  

形狀的奇幻旅行/林敏雲文; 蔡季嫻

圖 .-- 臺北市 : 學而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 ; 24X25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1245-5-3 (精裝) NT$300  

我 真 的 好 想 吃 蛋 糕 / 賽 門 . 菲 利 浦

(Simon Philip)文; 露西雅.嘉吉奧提圖

(Lucia Gaggiotti)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36-1 (PDF)  

我 真 的 好 想 吃 蛋 糕 / 賽 門 . 菲 利 浦

(Simon Philip)文; 露西雅.嘉吉奧提圖

(Lucia Gaggiotti)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38-5 (EPUB)  

我真的好想贏 /賽門 .菲利浦 (Simon 

Philip)文; 露西雅.嘉吉奧提圖(Lucia 

Gaggiotti)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637-8 (PDF)  

我真的好想贏 /賽門 .菲利浦 (Simon 

Philip)文; 露西雅.嘉吉奧提圖(Lucia 

Gaggiotti)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639-2 (EPUB)  

我們是真正的好朋友嗎?/詹艾潼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羅慧夫基金會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184-6-2 (平裝)  

我 們 是 筷 子 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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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0

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

408-7 (精裝)  

你真偉大/Carl Boberg 詞 .-- 初版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5-04-3 (EPUB) 

NT$169  

我愛吃水果: 探索水果的小祕密/康

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40 面; 25X25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02-1 (平裝)  

兔子的早餐/林敏雲文; 吳若嫻圖 .-- 

臺北市 : 學而文化, 11011 .-- 24 面; 

24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245-4-

6 (精裝) NT$300  

長大是怎麼一回事呢?/黃舒玄編劇; 

葉育菖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唯心

科技, 11101 .-- 36 面; 25X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93-3-4 ( 精 裝 ) 

NT$500  

波 伊 不 肯 走 / 凱 莉 . 狄 普 奇歐 (Kelly 

DiPucchio) 文 ; 薩 卡 瑞 亞 . 歐 荷 拉

(Zachariah OHora)圖; 蕭寶森譯 .-- 臺

中市 : 暢談國際文化, 11011 .-- 44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0-13-4 (精

裝附光碟片)  

和別人不一樣 ,也沒關係!/G.V.傑納

頓(Guido Van Genechten)著 ; 張有渝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, 

1101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5-44-5 (精裝)  



130 

 

奇妙演化家族= Revolution/亞莉安娜.

帕皮尼(Arianna Papini)作 .-- 臺北市 : 

翡冷翠文創, 11012 .-- 48 面; 29X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43-7-8 (精裝) 

NT$300  

玩 具再見 /瑪爾塔 .潘塔利奧 (Marta 

Pantaleo)作 .-- 臺北市 : 翡冷翠文創, 

11012 .-- 36 面; 29X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943-6-1 (精裝) NT$300  

奇怪鳥/楊淯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唯心科技, 11101 .-- 36 面; 25X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3-2-7 (精裝) 

NT$500  

奇異恩典/John Newton, J P Rees 詞 .-- 

初版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5-05-0 

(EPUB)  

兒童衛教啟蒙: 遠離病毒不生病 立

體遊戲書/萌伢童書編; 劉瑤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, 11101 .-

- 16 面; 25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25-46-9 (精裝) NT$680  

怕熱的樹蛙/余素君圖.文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印書館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514-84-6 (EPUB) 

NT$234  

孩子愛上自然課了!/鄭元春, 林良恭, 

陳維壽, 李壽先, 黃鵬鵬, 王司文, 王

世斌, 蔡章獻, 邱國光, 馮鵬年, 王鑫, 

湯國光, 陳慶飛撰文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華一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38-0602-8 (全套:平裝)  

香奈兒/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

格拉(María Isabel Sánchez Vegara)文; 

安娜.阿爾蓓若(Ana Albero)圖; 賴嘉

綾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93-9 (精裝) NT$350  

美哉!福爾摩沙/新小牛頓, 少年牛頓

文字編輯 .-- 臺北市 : 好頭腦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289-1-3 (PDF)  

美食小玩家: 好吃的美食自己做/康

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11 .-- 40 面; 25X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5-999-7 (平裝)  

星星製造師/郭秀真作 .-- 臺北市 : 翡

冷翠文創, 11012 .-- 36 面; 29X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5-0-4 (精裝) 

NT$300  

品格主題書: 分享: 奇奇的幸福披薩
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37
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79-3 (平裝)  

品格主題書: 尊重: 洋洋的金卡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37 面; 
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391-

5 (平裝)  

品格主題書: 感恩: 媽媽的草莓蛋糕
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0 .-- 37
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380-9 (平裝)  

穿越小西三百年: 在地繪本創作/鐘

苡青, 蘇英漢, 楊俊星, 張玉芹, 陳厚

吉, 李永珮, 蕭瑞宏, 蘇鉞凱, 陳宜君, 

蔡佳芸創作 .-- 第二版 .-- 彰化縣 : 彰

化縣小西文化協會, 11010 .-- 3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3-0-1 (精裝)  

海のなかを はしった日/チョン.シ

ューフェン  さく , 中由美子  やく

[著] .-- 新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7-91-9 

(EPUB)  

家人做哪十件事會讓我感覺到愛/孟

瑛如文 ; 許丹又圖 ; 吳侑達英文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

48-4 (精裝) NT$300  

*桂老師帶你無障礙閱讀: <<大文豪

故事集>> + <<小寓言故事集>>/桂文

亞文; 陳亭亭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字畝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69-00-4 (全套:平裝) NT$600  

桂老師帶你無障礙閱讀: <<大文豪故

事集>> + <<小寓言故事集>>/桂文亞

文; 陳亭亭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

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9-09-7 (EPUB)  

桂老師帶你無障礙閱讀: <<大文豪故

事集>> + <<小寓言故事集>>/桂文亞

文; 陳亭亭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

畝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9-08-0 (PDF)  

神奇貓町事件簿. 1: 貓群守護神生氣

了!/廣嶋玲子文; 森野樵圖; 韓宛庭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35-4 

(PDF)  

神奇貓町事件簿. 1: 貓群守護神生氣

了!/廣嶋玲子文; 森野樵圖; 韓宛庭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36-1 

(EPUB)  

病毒病毒,我不怕!/林敏雲文; 鄭琇文

圖 .-- 臺北市 : 學而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 ; 24X25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1245-2-2 (精裝) NT$300  

修特的短鼻子/吳丞晏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羅慧夫基金會, 11012 .-- 5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184-5-

5 (平裝)  

家鄉的盛事. 2, 端午遇王爺: 鐵砧山

的鄭成功傳奇/徐秉佑, 邵湘縈, 鍾湘

稘, 吳雨芩, 許君綸, 曹彩玲作.繪 .-- 

初版  .-- 臺中市  : 中市鐵山國小 , 

11010 .-- 3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1-42-4 (精裝)  

恐龍喀喀書/Rosie Greening 作; Stuart 

Lynch 插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

文創, 11012 .-- 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3-27-4 (精裝) NT$420  

國小實力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6 下

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358-8 (平裝)  

動物園的祕密/黃一文文.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57-6 (EPUB)  

動物演化圖鑑: 中生代與新生代的生

命故事/智慧鳥著.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新學林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6-141-2 (全套:精裝) NT$1600  

動物演化圖鑑: 古生代的生命故事/

智慧鳥著.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

林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6-

140-5 (全套:精裝) NT$1600  

彩虹谷的雲怪獸/王宇清文; 邱惟圖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95-4 

(PDF)  

探索太空的奧秘/范瑀婕, 蔡昀芯, 廖

思詠作  .-- 臺南市  : 南市環保局 , 

11010 .-- 1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87-46-1 (精裝)  

寄託和平與未來於獎項: 諾貝爾/長

田馨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

文化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88-51-9 (平裝)  

偵探少女事件簿: 屁屁偷拍之謎/田

詠葳, 陳延昇作; 魏宜君繪 .-- 初版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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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: 陽明交大全球公民教育研

究中心, 11010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83-2-5 (平裝)  

猜猜它的相反是什麼/周逸芬文; 陳

致元, 和英美術團隊圖 .-- 初版 .-- 新

竹縣 : 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5-09-8 (EPUB) 

NT$280  

細細品味茶文化/管家琪著; 尤淑瑜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9-248-0 

(PDF)  

猜猜這是誰的家/周逸芬文; 陳致元, 

和英美術團隊圖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

和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5-08-1 (EPUB) NT$280  

動動轉轉盤,我今天是什麼心情?= La 

roue des émotions/ 維 洛 妮 卡 . 柯 西

(Véronique Cauchy)作 ; 蘇菲 .布索姆

(Sophie Bouxom)繪; 黃明玲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48

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595-

8 (精裝) NT$450  

莫愁/蔡聖華文; 徐建國圖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小兵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81-28-2 (PDF)  

莫愁/蔡聖華文; 徐建國圖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小兵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81-30-5 (EPUB)  

異遊童樂趣= Trò chơi dân gian của 

bé= Berbagai permainan anak anak yang 

menyenangkan/范玉鑾, 吳友萍, 吳有

珠, 陳莎莉, 魏麗群, 吳瑞櫻圖文創

作 .-- 雲林縣 : 雲縣府, 11011 .-- 31 面; 
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32-

4 (平裝) NT$200  

探險家旅行圖誌: 歷史上的僧侶、自

然學家和旅人的世界遊記/伊莎貝.明

霍斯 .馬汀(Isabel Minhόs Martins)文; 

貝納多.卡瓦赫(Bernardo P. Carvalho)

圖 ; 張 淑 英 譯  .-- 新 北 市  : 步 步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95-5-6 (EPUB)  

番仔田記憶物語/青葉唯文.圖 .-- 臺

南市  : 臺南市隆田社區發展協會 , 

11010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34-0-4 (精裝)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491-800-3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400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人工智慧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96-9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人造衛星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99-0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大腦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7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87-7 (平

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世界遺產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89-1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安全教育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93-8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地理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7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84-6 (平

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交通工具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85-3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沙漠與雨林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91-4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洞穴與島嶼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95-2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科學名人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88-4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動物遷徙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92-1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細菌與病毒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98-3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電與磁/笑江南編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7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94-

5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趣味生物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97-6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醫學與疾病/笑江南編繪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786-0 (平裝) NT$250  

植物大戰殭屍: 武器祕密之你問我答

科學漫畫 邏輯/笑江南編繪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7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90-7 (平

裝) NT$250  

街 的 故 事 : 九 口 一 家 / 蜜 莉 雪 兒

(Milyshelle)作.插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蜜莉雪兒創作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474-1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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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8-49-6 

(EPUB)  

黑影與白影: 童話故事集/羅沁懷作.

插 畫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小 強 , 

11010 .-- 4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235-4-1 (精裝)  

喜歡惡作劇的發明王: 愛迪生/亞丹

堂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

化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88-52-6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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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伯斯/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

格拉(María Isabel Sánchez Vegara)文; 

奧菈.路易斯(Aura Lewis)圖; 黃筱茵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12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8-95-3 (精裝) NT$350  

當你睡著時/瑪莉安娜.魯伊斯.約翰

遜(Mariana Ruiz Johnson)作 .-- 臺北市 : 

翡冷翠文創, 11012 .-- 36 面; 29X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43-5-4 (精裝) 

NT$300  

想 像 / 安 娜 斯 塔 西 婭 . 蘇 沃 洛 娃

(Anastasiia Suvorova)作 .-- 臺北市 : 翡

冷翠文創, 11012 .-- 48 面; 29X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43-9-2 (精裝) 

NT$300  

愛漂亮的小象芬芬/蘇芃瑜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唯心科技, 11101 .-- 42

面 ; 25X24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893-4-1 (精裝) NT$500  

聖誕節的由來/陳怡理圖.文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33-2 (PDF)  

夢中花園 /馬利亞 .紐恩道夫 (Maike 

Neuendorf)作 .-- 臺北市 : 翡冷翠文創, 

11012 .-- 36 面; 29X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65-1-1 (精裝) NT$300  

熙米與多恩: 熙米與多恩的大掃除/

尼爾文; 妮可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唯心科技, 11101 .-- 40 面; 25X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3-0-3 (精裝) 

NT$500  

語言小天才: 我會ㄅㄆㄇ/人類文化

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11 .-- 4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1-04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語言小天才: 快樂學拼音/人類文化

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011 .-- 5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1-09-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蒙特梭利/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

維格拉(María Isabel Sánchez Vegara)

文; 拉蔻兒.馬汀(Raquel Martin)圖; 海

狗房東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12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8-94-6 (精裝) NT$350  

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: 甲蟲這一班

爆笑全集!/吳祥敏作; 夏吉安, 莊建宇

漫畫; 張飛宇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快樂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95197-8-1 (全套:平裝) NT$1600  

臺詩兒童繪本. 4: 花鬧白雲端/孫元

衡, 唐贊袞, 賴雨若, 王少濤, 石中英, 

張湄, 吳望蘇, 王凱泰, 朱仕玠, 許天

奎; 洪嘉憶繪 .-- 臺南市 : 臺灣文學館, 

11011 .-- 30 面; 18X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28-5 (精裝) NT$200  

慢慢來就好,媽媽一定會等你/金京愛

(김경애)文; 高大樹木(키큰나무)圖; 

陳怡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0-54-5 (PDF)  

閣樓房間的搗蛋鬼 /鹽谷真實子作; 

林宜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11 .-- 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34-7 (精裝) NT$360  

遠離地球末日/新小牛頓, 少年牛頓

文字編輯 .-- 臺北市 : 好頭腦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289-2-0 (PDF)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/南門書局編輯

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

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813-

3 (全套:平裝) NT$336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一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1-0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十一月童話/

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11-9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十二月童話/

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12-6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二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2-7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七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7-2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八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8-9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九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9-6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十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10-2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三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3-4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五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5-8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六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6-5 (平裝) 

NT$280  

寫給孩子的中國童話: 四月童話/南

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21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04-1 (平裝) 

NT$280  

鴨子湖故事= Guji Guji/陳致元文.圖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 11011 .-

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

665-0 (精裝) NT$360  

樹飛走了/傑克.泰薩羅(Gek Tessaro)

作 .-- 臺北市 : 翡冷翠文創, 11012 .-- 

36 面; 29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943-4-7 (精裝) NT$300  

樹旅館/凱莉.喬治(Kallie George)著; 

史蒂芬妮 .葛瑞金(Stephanie Graegin)

繪; 黃筱茵, 柯清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69-13-4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3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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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旅館/凱莉.喬治(Kallie George)著; 

史蒂芬妮 .葛瑞金(Stephanie Graegin)

繪; 黃筱茵, 柯清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9-14-1 (PDF)  

樹旅館/凱莉.喬治(Kallie George)著; 

史蒂芬妮 .葛瑞金(Stephanie Graegin)

繪; 黃筱茵, 柯清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9-15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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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03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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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69-06-6 

(EPUB)  

機關偵探團. 2, 解開懷錶暗號/藤江

純作; 吳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11-5 (PDF)  

機關偵探團. 2, 解開懷錶暗號/藤江

純作; 吳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12-2 (EPUB)  

糟糕壞小孩: 鬧哄哄/大衛.威廉(David 

Walliams)著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繪; 

蔡心語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23-4 

(EPUB)  

禮 物 ( 中 英 對 照 )= Gift/ 黃 葳 威 文 ; 

Ingrid 圖 .-- 臺北市 : 中華白絲帶關懷

協會, 11010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1159-7-1 (精裝)  

蹦蹦跳= Bounce,bounce/布萊恩.費茲

傑羅(Brian Fitzgerald)作 .-- 臺北市 : 

翡冷翠文創, 11012 .-- 60 面; 29X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43-3-0 (精裝) 

NT$300  

懷念小青/管家琪著; 郭莉蓁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9-250-3 (PDF)  

蟹蟹你來月芽灣/李奕享, 胡依涵, 許

家馨, 莊嚴, 鄭詩軒, 薛丞芸文.圖 .-- 

屏東縣 : 屏縣仁和國小, 11010 .-- 3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45-

0 (精裝)  

麵粉就醬玩: 動手揉麵團、做西點/

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康軒文教 , 11011 .-- 40 面 ; 
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8-65-

6 (平裝)  

寶寶不累來 Play: 一起來學習套書

/Céline Potard 作; 張之逸翻譯 .-- 新北

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13-44-1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960  

寶寶不累來 Play: 一起來學習套書. 

第二集/Céline Potard 作 ; 張之逸翻

譯 .-- 二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13-45-

8 (全套:精裝) NT$1120  

魔法十年屋. 3, 拒絕委託的十年屋/

廣嶋玲子文; 佐竹美保插圖; 王蘊潔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112-6 (EPUB)  

魔法十年屋. 4, 需要推理的委託物/

廣嶋玲子文; 佐竹美保插圖; 王蘊潔
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113-3 (EPUB)  

聽說小豬變地瓜了!/宮西達也文.圖; 

李慧娟譯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維

京國際, 11012 .-- 32 面; 20X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40-410-0 (精裝)  

*給愛兒的二十封信(中英雙語)/簡宛

著; 簡宛, 石廷, Jane Vella 譯; 杜曉西

繪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98-2 

(EPUB)  

漫畫書 

15 年後的我們/莫提卡作; 某批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192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65-

7 (平裝)  

1624 男人與島= Formosa X/李隆杰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 , 

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9-605-1 (平裝)  

Aventure Virgin 純真的戀愛冒險/鬼野

梅吉作; 巫白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057-2 (平裝)  

CANIS: 雨天是為了與你相遇(新裝

版)/ZAKK 作; 游若琪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90-2 (EPUB)  

CANIS: 雨天是為了與你相遇(新裝

版)/ZAKK 作; 游若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2-027-0 (平裝)  

CANIS: 親 愛 的 帽 客 先 生 ( 新 裝

版)/ZAKK 作; 游若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25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26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CANIS: 親愛的帽客先生 (新裝版 ). 

1/ZAKK 作; 游若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91-9 (EPUB)  

CANIS: 親愛的帽客先生 (新裝版 ). 

2/ZAKK 作; 游若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92-6 (EPUB)  

Coyote 郊狼/座裏屋蘭丸作; 陳姿君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60-9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191-6 (第

4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330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84-8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85-5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3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86-2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4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87-9 (EPUB)  

GLOW!耀眼青春/山田パピコ作; 趙
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73-5 (第 1 冊:

平 裝 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74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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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JK 虛擬偶像祕密實況 PLAY/秋空も

みぢ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13-3 

(PDF)  

JK 虛擬偶像祕密實況 PLAY/秋空も

みぢ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22-5 

(EPUB)  

La Stravaganza: 異彩之姬/冨明仁作; 

趙聖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63-6 (第 6 冊:平裝) NT$130  

MAO 摩緒 /高橋留美子著 ; 王敏媜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299-0 (第 8 冊:平裝)  

MEI-REI: 命令/島あさひ作; 澤野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47-0 (平

裝) NT$140  

MF GHOST 燃油車鬥魂/重野秀一作; 
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19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16-2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30  

Mr.Secret Floor: 我們的特別小寶貝/

朝霧夕原作; 劍解漫畫; KUMAK 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1 .-

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

977-2 (平裝)  

NEW GAME!/得能正太郎作; 呂唯嫣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11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17-9 (第

13 冊:平裝) NT$130  

Re:birth 重生/麻生ミツ晃作; 曾怡華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28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44-9 (平

裝) NT$160 .-- ISBN 978-957-26-7945-

6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30  

SHY 靦腆英雄. 4/実樹ぶきみ作; 沈

嘉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001-0 

(EPUB)  

SKIP.BEAT!: 華麗的挑戰/仲村佳樹

作 ; 蔡 夢 芳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1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957-9 (第 47 冊:平裝) NT$100  

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/遠藤達哉

作 ; 陳 姿 君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963-

0 (第 8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

957-26-7964-7 (第 8 冊:平裝首刷限定

版) NT$530  

Sweet Home 11+12/金坎比(김칸비)文; 

黃英璨(황영찬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寶國際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06-286-6 (全套:平裝)  

Tresor: 我的寶物/さちも作; 游若琪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034-9 (平裝)  

Tresor: 我的寶物/さちも作; 游若琪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66-0 (EPUB)  

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. 下/西本ろ

う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15-0 (PDF)  

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. 上/西本ろ

う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16-7 (PDF)  

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. 下/西本ろ

う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32-7 (EPUB)  

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. 上/西本ろ

う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33-4 (EPUB)  

Unnamed Memory 無名記憶/古宮九時

原作; 越水ナオキ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82-1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130  

VIVRE CARD: ONE PIECE 航海王圖

鑑: INDEX SET/尾田栄一郎作; 許任

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3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28-2 (平

裝) NT$160  

Wolf in the house/박지면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威向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05-219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505-220-1 (第

2 冊:平裝) NT$380  

X 尋寶探險隊. 35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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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8-48-9 (EPUB)  

X 尋寶探險隊. 36, 夜光斷風劍: 柬埔

寨.吳哥.第七之子/李國權作; 太陽兵

團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8-57-1 (EPUB)  

ZAHN 薩恩的宇宙日常/二毛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991-5 

(EPUB)  

「屈服吧?」強硬精英份子的真情求

愛/宮越和草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354-6 

(EPUB)  

「咦-風紀委員的下半身竟然這麼不

檢點啊」討厭辣妹的我卻因為辣妹

勃起了!?/てば虎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72-0 

(EPUB)  

一兆$遊戲/稲垣理一郎原作; 池上遼

一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61-

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62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  

一直在你左右/琢磨作; 趙秋鳳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60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96-8 (平裝) 

NT$140  

一往情深的猛獸未婚夫: 激情愛撫就

是停不下來!?/くにしげ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35-5 (EPUB)  

七大罪. 番外篇集: 原罪/鈴木央作; 
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97-5 (平裝) NT$100  

人家是嫩妻 ,對不起嘛 !/江斑文作 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045-

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46-6 (第 3 冊:平裝)  

人家是嫩妻,對不起嘛!. 2/江斑文作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75-6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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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家是嫩妻,對不起嘛!. 2/江斑文作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79-4 (EPUB)  

人家是嫩妻,對不起嘛!. 3/江斑文作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74-9 (PDF)  

人家是嫩妻,對不起嘛!. 3/江斑文作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80-0 (EPUB)  

九龍大眾浪漫/眉月じゅん作; 李其

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14-

5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  

大小姐喜歡被調教/森中萌奈作; 揪

揪譯香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040-

4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41-1 (第 3 冊:平裝)  

乞丐王子(全彩漫畫版)= The prince 

and the pauper/馬克.吐溫(Mark Twain)

原著; YOSHI 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1-814-0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女朋友 and 女朋友/ヒロユキ作; 林志
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60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38-

4 (第 8 冊:平裝) NT$100  
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
好. 5/潮里潤作; 三嶋与夢原作; 王啟

華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23-2 (EPUB)  

女兒的朋友/萩原あさ美作; 風間鈴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27-5 (第

4 冊:平裝) NT$130  

大室家/なもり作; 張紹仁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12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21-3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130  

三隻眼(典藏版)/高田裕三作; 烏山亂, 

莊湘萍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249-

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

250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51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52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53-2 (第 5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16-254-9 (第 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255-6 (第 7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256-3 (第 8

冊:平裝)  

三國志(典藏版)/橫山光輝著; 施凡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258-7 (第 1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259-4 

(第 1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

260-0 (第 1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61-7 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62-4 (第 15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63-1 (第 1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16-264-8 (第 1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265-5 (第 1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266-2 

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

267-9 (第 20 冊:平裝)  

三國志(典藏版). 2/橫山光輝著; 施凡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268-6 (全套:

平裝)  

女僕♂風暴/上田にく作; 趙秋鳳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61-6 (平裝) 

NT$140  

山與食欲與我. 10/信濃川日出雄作; 

周先姝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02-7 

(EPUB)  

山與食慾與我/信濃川日出雄作; 周

先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12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35-5 (第 10 冊:平裝)  

小學生也可以當媽媽嗎?/ぢたま某

作; Niva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68-1 (第 1

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69-8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  

小鬱亂入然後咧?阿焦也來參一腳!/

白琳, 林妤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鬱亂入, 11011 .-- 180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60-0-0 (平裝)  

天 才 麻 將 少 年 re:KING'S TILE 

DRAW/小林立原作; 極楽院櫻子漫畫; 

張紹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10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5  

不死不運/戸塚慶文作; 林志昌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00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24-7 (第 8 冊:

平裝) NT$100  

少年的初戀是美少女♂。. 3/小林キ

ナ 作 ; 倪 湘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03-4 (EPUB)  

比我年長的他/河合あめ作; 翁蛉玲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70-4 (平

裝) NT$140  

不良神父與迷途小羔羊: 妳想知道男

人的身體嗎?/ミマ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31-7 

(EPUB)  

手足情愫/志村貴子作; 翁蛉玲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6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75-9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140  

天使禁獵區(愛藏版)/由貴香織里作; 

江荷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929-6 (第 1 冊:

平 裝 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30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31-9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7932-6 (第

4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-

26-7933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34-0 (第 6 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7935-7 (第

7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-

26-7936-4 (第 8 冊:平裝) NT$270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37-1 (第 9 冊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57-26-7938-8 (第

10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57-

26-8100-8 (第 3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

NT$290 .-- ISBN 978-957-26-8101-5 (第

4 冊 :平裝首刷附錄版 ) NT$290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02-2 (第 5 冊:平裝

首刷附錄版 ) NT$290 .-- ISBN 978-

957-26-8103-9 (第 8 冊:平裝首刷附錄

版) NT$290 .-- ISBN 978-957-26-8104-

6 (第 9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290 .-

- ISBN 978-957-26-8105-3 (第 10 冊:平

裝首刷附錄版) NT$290  

天使禁獵區(愛藏版)(1-2)/由貴香織

里作; 江荷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25-

4 (全套:平裝(首刷附錄版)) NT$580  

天使禁獵區(愛藏版)(6-7)/由貴香織

里作; 江荷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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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26-

1 (全套:平裝(首刷附錄版)) NT$580  

文武雙全. 3/小跳步作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8080-3 (EPUB)  

反派千金想從腹黑 CEO 的情慾魔掌

逃脫!/絢瀬マコト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43-0 

(EPUB)  

片桐!妳擋住巨乳了!. 3/TALI 作; 楊采

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92-2 (EPUB)  

木馬屠城記(全彩漫畫版)= Troy/荷馬

(Homer)原著; 老哈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17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15-7 (平裝) 

NT$280  

木 偶 奇 遇 記 ( 全 彩 漫 畫 版 )= The 

adventures of Pinocchio/卡洛 .科洛迪

(Carlo Collodi)原著; HAPPY 漫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

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

816-4 (平裝) NT$280  

天堂飛鳥的優雅日常 /ゆうき莉子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57-7 (EPUB)  

王牌酒保 6stp/城安良嬉原作; 加治佐

修漫畫; 游若琪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012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57-0 (第 1 冊:平裝)  

不需要溺愛黑道的嬌寵!/平井るな作; 
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14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42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3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05-1 (PDF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3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09-9 (EPUB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4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06-8 (PDF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4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10-5 (EPUB)  

不對稱的連理/みかん氏作; 此木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031-8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032-5 
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

033-2 (第 3 冊:平裝)  

不對稱的連理. 1/みかん氏作; 此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88-2 (EPUB)  

不對稱的連理. 2/みかん氏作; 此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89-9 (EPUB)  

不對稱的連理. 3/みかん氏作; 此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90-5 (EPUB)  

幼女、鐵鏟與魔眼之王/丁々発止原

作; 茅田丸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2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89-0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40  

平凡日常/土室圭作; 賴瑞琴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7972-2 (第 3 冊:平

裝) NT$140  

末日情書= Lover letter/廣下嘉[作]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開拓動漫, 11011 .-- 

192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6741-9-5 (平裝) NT$200  

民主星火: 1977 衝破戒嚴的枷鎖/張

辰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前衛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801-997-3 (PDF)  

民主星火: 1977 衝破戒嚴的枷鎖/張

辰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前衛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6-02-6 (EPUB)  

凹凸魔女的親子日常. 1/ピロヤ作; 

蒼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09-7 (EPUB)  

平行天堂/岡本倫作; 賴韋先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8015-5 (第 15 冊:平

裝) NT$130  
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/ODA 
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2-047-8 (第 12 冊:平

裝)  

失重/NIN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

力, 11011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9-04-3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220  

以後也請多多指教 /池ジュン子作; 

秦不虫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42-8 (第 1 冊:平裝)  

以後也請多多指教. 1/池ジュン子作; 

秦不虫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72-5 (PDF)  

以後也請多多指教. 1/池ジュン子作; 

秦不虫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82-4 (EPUB)  

出租女友/宮島礼吏作; 蔡夢芳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37-7 (第 23

冊:平裝) NT$100  

白狼之士/琥狗ハヤテ漫畫; kyo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1 .-- 

22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

964-2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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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54-9-4 (EPUB) NT$196  

只融你口不融你手!一口接一口的犬

系進攻法、真由小姐,可以...再來一

次嗎?/市居ちい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56-0 

(EPUB)  

只屬於我的 α/カワセワカ作; 翁蛉

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6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88-

3 (平裝) NT$140  

*年下小男友. 3/とりよし漫畫; 楊采

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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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81-6 (EPUB)  

地下護衛 UnderSecurityPolice RE/サ

ジ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31-7 

(PDF)  

地下護衛 UnderSecurityPolice RE/サ

ジ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36-2 

(EPUB)  

老 夫 老 妻 重 返 青 春 / 新 挑 限 作 ; 

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2 .-- 15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24-0 (第 3 冊:平裝)  

老 夫 老 妻 重 返 青 春 . 3/ 新 挑 限 作 ; 

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78-3 (EPUB)  

多年不見的青梅竹馬 ...竟然成為了

男人!?: 陷入讓人心急的溺愛 H/こぐ

ま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50-8 (EPUB)  

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/真木蛍五作; 

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33-9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30  

死役所/安曇騎士著; 洪子喬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47-1 (第

1 冊:平裝)  

任性王子狩獵貓咪/左京亞也作; 瓜

子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059-

6 (上冊 :平裝 )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60-2 (下冊:平裝)  

任性王子狩獵貓咪. 上/左京亞也作; 

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69-5 (PDF)  

任性王子狩獵貓咪. 下/左京亞也作; 

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70-1 (PDF)  

任性王子狩獵貓咪. 上/左京亞也作; 

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77-0 (EPUB)  

任性王子狩獵貓咪. 下/左京亞也作; 

瓜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78-7 (EPUB)  

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/高

瀨若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053-4 (第 3 冊:平裝)  
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. 5/りゅうせん

ひろつぐ原作;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; 

李殷廷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12-6 

(EPUB)  

好賭天邪鬼/藤平しらべ作; 風花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3-993-3 (EPUB)  

好賭天邪鬼/藤平しらべ作; 風花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76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34-

8 (平裝)  

色慾禁咒 Lust Geass. 5/高橋脩作; 林

星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82-3 (EPUB)  

地縛少年花子君/あいだいろ作; 劉

維容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76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29-

9 (第 16 冊:平裝) NT$130  

*把 J●催●來性教育. 3/黒本君作 .-- 

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14-0 (PDF)  

*把 J●催●來性教育. 3/黒本君作 .-- 

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23-2 (EPUB)  

妖幻三重奏/矢吹健太朗作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0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22-3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00  

決不會讓妳逃掉。: 後輩的激情 H 持

續到天亮/七瀬ひなた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51-5 (EPUB)  

我 可 沒 聽 說 過 要 當 色 情 助

手 !/Koguma 作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55-3 (EPUB)  

沒有回報的戀情占卜法/小木カンヌ

作 ; 趙 秋 鳳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71-1 (平裝) NT$140  

吻我吧 ,親愛的保鑣!/筋作; 李其馨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65-0 (平

裝) NT$140  

伴你朝朝暮暮: 續 直到兩情相悅/倉

橋トモ作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992-0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93-7 ( 平 裝 特 裝 版 ) 

NT$170  

我 的 工作 竟然 是扮 演菁英 的 通勤

妻!?/鳥田ちず作; 亞美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3-995-7 (EPUB)  

我 的 工作 竟然 是扮 演菁英 的 通勤

妻!?/鳥田ちず作; 亞美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9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38-6 (平裝)  

男朋友的愛太激烈,我很困擾。/でん

蔵 作 ; 刻 托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991-3 (平裝) NT$140  

我的英雄學院/堀越耕平作; 趙聖媛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0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21-6 (第

32 冊:平裝) NT$100  

妖怪連絡簿/綠川幸作; 尤靜慧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60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58-6 (第 27

冊:平裝) NT$100  

我的新娘是神明/Hiraku Miura 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56-0 (EPUB)  

我的演技派 Ω 伴侶/あらた六花作 .-

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44-7 (EPUB)  

妖怪調和者. 1/許瑞峰作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79-7 (EPUB)  

我的寶貝進入叛逆期/西山新作; 蘇

涵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1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66-4 (平裝)  

你要不要改當狸貓?/奈川トモ作; 吳

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87-

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,女兒

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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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辛苦@COMIC/大小判原作; 緋賀

ゆかり漫畫; 譚志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2-033-1 (第 1 冊:平

裝)  

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,女兒

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

不辛苦@COMIC. 1/緋賀ゆかり漫畫; 

大小判原作; 譚志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22-5 (EPUB)  

戒指選定的未婚妻. 3/早瀬ジュン作; 

茉雪ゆえ原作; 飛飛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998-4 (EPUB)  

我是魔鬼飼養的家貓/淺比作; 蘇涵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63-3 (平裝)  

我推的孩子/赤坂アカ原作; 橫槍メ

ンゴ漫畫; 林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2 .-- 220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49-2 (第 4 冊:平裝)  

我被滑雪場錄取了: 畫說日本打工度

假日常/依筆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049-3 (平裝)  

我被滑雪場錄取了: 畫說日本打工度

假日常/依筆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03-2 (EPUB)  

我絕不會屈服於利己主義者/五月女

えむ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039-3 

(EPUB)  

吟詠花戀/夏目維朔作; 李芝慧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55-5 (第 7 冊:

平裝) NT$140  

呆萌炮友. 社會人篇/重い実作; 陳家

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72-

8 (平裝特裝版) NT$160  

我喜歡愛愛/吉田ゆうこ作; 流川昴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1 .-- 23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79-6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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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08-0 (EPUB)  

沉溺於愛欲交纏深邃眼眸裡/キヅグ

チ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59-1 (EPUB)  

我與教授難以啟齒/烏鴉小翼作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19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37-0 (第 1

冊:平裝)  

快樂王子(全彩漫畫版)= The happy 

prince/王爾德(Oscar Wilde)原著; 秦儀

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

11010 .-- 168 面; 23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91-817-1 (平裝) NT$280  

快 樂 昇 天 : 淫 靈 獵 人 彩 己 /aonuma 

shizum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54-6 

(EPUB)  

灼熱的儀來河內/田村隆平作; 蔡夢
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28-

5 (第 5 冊:平裝) NT$100  

你遭難了嗎?/岡本健太郎原作; さが

ら梨々漫畫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2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031-5 ( 第 9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 

束縛命運的繩索: 緊縛繩師將我捕獲

/あさひ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47-8 (EPUB)  

角鴞與夜之王/紅玉いづき原作; 鈴

木ゆう漫畫; 王杉珊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1 .-- 16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39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 

你懂的吧,派對咖?/結城アオ作; 青文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94-0 (EPUB)  

你懂的吧,派對咖?/結城アオ作; 青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

032-4 (平裝)  

杜鵑婚約/吉河美希作; 澤野凌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54-8 (第 8 冊:

平裝) NT$100  

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/桜

日梯子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18-6 (第 8 冊:平裝) NT$140  

明 x 暗/灰田ナナコ作; 楊涴儒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5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81-4 (平裝) 

NT$160  

兩人的北極星/柚原瑞香作; 陳幼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67-1 (第 1 冊:平裝)  

兩人的北極星. 1/柚原瑞香作; 陳幼

雯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71-8 (PDF)  

兩人的北極星. 1/柚原瑞香作; 陳幼

雯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83-1 (EPUB)  

明天,成為你的人/美山薫子作; 亞美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05-8 (EPUB)  

明天,成為你的人/美山薰子作; 亞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

030-0 (平裝)  

雨中.我與狸貓/二階堂幸作; 吳勵誠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51-7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170 .-- ISBN 978-957-26-7950-0 (第

1 冊:平裝) NT$170 .-- ISBN 978-957-

26-7968-5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

NT$180  

命中注定逆轉人生去: ABO 短篇故事

選集/なおきち, とうや, 安原行, 卯月

たける, やなぎりと, 亨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61-4 (EPUB)  

*東方醉蝶華: 食蓮眾的醉與醒. 1/水

炊き漫畫; ZUN 原作; 霖之助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988-5 

(EPUB)  

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/天樹征丸原作; 

佐藤文也漫畫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039-1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 

空母伊吹/川口開治作; 泪紫音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200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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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92-1 (第

6 冊:平裝)  

*金 甲 玫 瑰 . 1, 來 自 大武山 = Rose 

armor/鐵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鐵

柱, 11010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81-4 (平裝) NT$160  

阿宅的戀愛太難/ふじた作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30-5 (第 11 冊:平

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184-

8 (第 1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00  

來自指尖的真摯熱情: 輕浮男消防員

帶著熱烈眼神擁抱我/川野タニシ作; 

卓敏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31-7 (第 4 冊:平裝)  

來自指尖的真摯熱情: 輕浮男消防員

帶著熱烈眼神擁抱我. 4/川野タニシ

作 ; 卓 敏 兒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96-4 (EPUB)  

來自清水的孩子. 4, 化作千風= Son of 

Formosa/游珮芸, 周見信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慢工文化, 11011 .-- 16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73-2-2 (平

裝)  

來自清水的孩子= Son of Formosa/游

珮芸, 周見信作 .-- 臺北市 : 慢工文化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973-3-

9 (全套:平裝)  

來自深淵. 10/つくしあきひと作; 伶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04-1 (EPUB)  

東 京 BABYLON( 完 全 版 )/CLAMP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016-

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

017-2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18-9 (第 3 冊:平裝)  

東京 BABYLON(完全版). 1/CLAMP

作; 志野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81-3 (EPUB)  

東京 BABYLON(完全版). 2/CLAMP

作; 志野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82-0 (EPUB)  

東京 BABYLON(完全版). 3/CLAMP

作; 志野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83-7 (EPUB)  

妳的工作很簡單...就是被我寵壞!: 代

客戀愛的甜蜜報酬/團藤さや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74-4 (EPUB)  

怪物王女. 惡夢篇/光永康則著; 游若

琪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

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00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和妹妹在浴室做愛!?: 堅挺的乳頭透

出來了/白石ガッタ作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52-2 (EPUB)  

炎炎消防隊/大久保篤作; 張紹仁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36-0 (第 31

冊:平裝) NT$100  

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/村田真優作; 

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98-3 (第 14 冊:平裝)  

狐狸和狸貓強勢逼婚/もづ九作; 曾

怡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4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84-

5 (平裝) NT$140  

和哥哥在一起(直條式漫畫)/青山マ

ヲ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68-3 (EPUB)  

青鳥(全彩漫畫版)= L'oiseau bleu/莫

里斯 .梅特林克(Maurice Maeterlinck)

原著; 秦儀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1-820-1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服從之後(直條式漫畫)/柏木真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64-5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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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32-4 

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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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37-9 

(EPUB)  

咒術迴戰/芥見下々作; 張紹仁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8020-9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064-3 (第

17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50  

性愛&迷宮!!. 1/ミンカンスキー原作; 

佐原玄清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1-026-4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027-1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性愛&迷宮!!. 1/ミンカンスキー原作; 

佐原玄清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65-3 (EPUB)  

性愛&迷宮!!. 2/ミンカンスキー原作; 

佐原玄清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64-6 (EPUB)  

事實有時是謊言/にいち作; Cato 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028-8 (第 1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029-5 

(第 2 冊:平裝)  

事實有時是謊言 . 1/にいち作; Cato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91-2 (EPUB)  

事實有時是謊言 . 2/にいち作; Cato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92-9 (EPUB)  

長腿叔叔(全彩漫畫版)= Daddy long 

legs/珍.韋伯斯特(Jean Webster)原著; 

林芳宇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

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91-819-5 (平裝) NT$280  

幸福的條件/草間さかえ漫畫; 小春

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74-1 (平裝)  

花 樣 少 女 的 魅 肉 / い つ つ せ 作 ; 

HAKU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07-5 (PDF)  

花 樣 少 女 的 魅 肉 / い つ つ せ 作 ; 

HAKU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11-2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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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髮少爺和日本執事/ん村作; 趙秋
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77-

7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32-9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70  

兔醫生和虎流氓/本間アキラ作; 澤

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6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59-

3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  

孤雛淚(全彩漫畫版)= Oliver Twist/狄

更斯(Charles Dickens)原著; 許智涵漫

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 , 

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91-818-8 (平裝) NT$280  

拍 攝 愛 情 的 他 /You Ninomae, 

Komamako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57-7 (EPUB)  

侵入 JK 癡漢電車: 直達絕頂高潮

/RAYMON 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33-1 (EPUB)  

咬上來的蠢狗/晴屋うまこ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58-4 (EPUB)  

恰如細語般的戀歌. 4/竹嶋えく作; 

小天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06-5 

(EPUB)  

美好結局/おげれつたなか作; 李芸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5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94-4 (平

裝) NT$150  

看我把這個黑道變成我的俘虜!/紗良

サアヤ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59-1 

(EPUB)  

染谷真子的麻將館菜單/小林立原作; 

めきめき漫畫; Niva 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2 .-- 16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09-1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05  

為你獻上豪門金龜婿 /栗城偲原作; 

高緒拾漫畫; 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85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86-9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140  

苦 兒 流 浪 記 ( 全 彩 漫 畫 版 )= Sans 

famille/ 耶 克 特 . 馬 洛 (Hector Henri 

Malot)原著; 洪誘羚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21-8 (平裝) 

NT$280  

香格里拉.開拓異境: 糞作獵手挑戰

神作/硬梨菜原作; 不二涼介作畫; 江

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0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26-

8 (第 3 冊:平裝) NT$130  

香格里拉之鳥. 2/座裏屋蘭丸作; 田

心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17-4 (PDF)  

香格里拉之鳥. 2/座裏屋蘭丸作; 田

心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34-1 (EPUB)  

帥氣君與平凡君/秀良子作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62-3 (平

裝) NT$140  

流浪神差/安達渡嘉作; 江荷偲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35-3 (第 24

冊:平裝) NT$100  

首麻里傳奇/手塚治虫原作; 章澤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1 .-- 25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60-4 (第 4 冊:平裝)  

相異的我們相伴如常/あまさわ蟹作; 

風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10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70-6 (平裝)  

重啟戀愛飛行日記/むないた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36-2 (EPUB)  

狩龍人拉格納/小林大樹作; 江昱霖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19-0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150 .-- ISBN 978-957-26-8120-6 (第

3 冊:平裝) NT$150  

紅頭巾的狼徒弟/茂木清香作; 吳勵

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50-

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 

南機場的咖啡香/笳彧 H. Chia 漫畫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目宿媒體, 11012 .-

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22-1-1 (平裝) NT$220  

相親對象居然是初戀的他!?全身都

被他的炙熱給徹底融化/椎名明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49-2 (EPUB)  

祈蘭香/依歡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7973-9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

26-7974-6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原子小金剛(新裝版)/手塚治虫作; 林

子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75-8 (第 21 冊:平裝)  

夏日時光/田中靖規作; 林志昌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22-0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8123-7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30  

真正的哥哥/森江慧作; 王杉珊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60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28-9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100  

真正開始交往前 15 分鐘/Perico 作; 吳

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64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11-

4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 

真相不好說、祕密(♀)就藏在觸手

可及處。/風凛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60-7 

(EPUB)  

烏洛波洛斯的共鳴/大庭アキル作 .-- 

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8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43-0 (平裝) 

NT$350  

庫洛魔法使. 透明牌篇/CLAMP 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34-6 (第 11

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77-0 (第 1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

NT$140  

桃鬼!/嘉島ちあき作; 周芝羽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1 .-- 234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76-

5 (第 1 冊:平裝)  

純真,必不長久/紗久楽さわ作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42-3 (EPUB)  

格差天堂/緒川千世作; 陳姿君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76 面; 18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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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40-7 (第 8 冊:

平裝) NT$140  

*迷途之家的大姊姊. 6/神毛物由宇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15-7 (PDF)  

*迷途之家的大姊姊. 6/神毛物由宇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24-9 (EPUB)  

*逆異世界後宮/友吉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16-4 (PDF)  

*逆異世界後宮/友吉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25-6 (EPUB)  

祕密的守則第一條(完全版)(直條式

漫畫)/村上左知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63-8 

(EPUB)  

退婚貴族千金遭壞心眼國王強娶: 沒

聽說過假戲還要真作!/七里慧作; 園

内かな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41-6 (EPUB)  

祕婿 /芹澤知作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41-6 (EPUB)  

家裡蹲的日常: 狗狗小町與貓咪多比

/MamekichiMameko 作; 徐屹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12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51-

6 (平裝)  

家裡蹲的日常: 狗狗小町與貓咪多比

/MamekichiMameko 作; 徐屹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101-8 

(EPUB)  

酒醉小羊撲倒大野狼/桜井りょう作; 

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76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13-

8 (平裝) NT$140  

純潔的他是高貴的處男 /アリスン

(Earithen)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00-6044-2 (第 1 冊:平

裝)  

破曉之歌/ユノイチカ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40-9 (EPUB)  

烏龍派出所/秋本治作; 陳雪美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4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27-8 (第 201

冊:平裝) NT$100  

迷戀上的夜店男孩竟然是客戶/みな

み遥漫畫; 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16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35-6 (平裝)  

迷戀上的夜店男孩竟然是客戶/みな

み遥漫畫; 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063-9 (EPUB)  

神籤村/大見武士作; 凜峰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18-3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140  

異人之森/Nofi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62-1 (EPUB)  

被上司知道我是女裝 coser 就死定了

/斎藤屑作; 鍾明秀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3-998-8 (EPUB)  

被上司知道我是女裝 coser 就死定了

/斎藤屑作; 鍾明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37-9 (平裝)  

國王排名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23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97-6 (第

9 冊:平裝)  

雪平社長!未婚妻秘書也想學習色色

的事情/林檎めい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48-5 

(EPUB)  

終末的後宮/LINK, 宵野コタロー作; 
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21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29-2 (第 13 冊:平裝) NT$140  

終 末 的 後 宮 奇 想 曲 /LINK 原 作 ; 

SAVAN 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2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030-8 ( 第 8 冊 : 平 裝 ) 

NT$140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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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18-8 (PDF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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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27-0 (EPUB)  

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/蘇我捨恥

原作; 冰樹一世漫畫; 夏德爾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16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21-

9 (第 7 冊:平裝)  

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. 7/冰樹一

世漫畫; 蘇我捨恥(ヒーロー文庫/主

婦の友インフォス)原作; 夏德爾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71-4 

(EPUB)  

這 份 凶 愛 就 是 天 災 / 夢 木 充 作 ; 
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49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這份凶愛就是天災. 1/夢木充(梦木み

つる)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073-2 (PDF)  

這份凶愛就是天災. 1/夢木充(梦木み

つる)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081-7 (EPUB)  

這份契約不包含 H 的內容!/有馬知真

子作; 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1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058-9 (平裝)  

這份契約不包含 H 的內容!/有馬知真

子作; 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68-8 (PDF)  

這份契約不包含 H 的內容!/有馬知真

子作; 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76-3 (EPUB)  

清 秀 佳 人 ( 全 彩 漫 畫 版 )= Anne of 

green gables/ 露 西 . 蒙 哥 馬 利 (Lucy 

Maud Montgomery) 原 著 ; 郭 莉 蓁 漫

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 , 

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91-822-5 (平裝) NT$280  

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!?. 2/森田

俊平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99-1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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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!?. 3/森田

俊平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15-8 (EPUB)  

棄形記/袁建滔原著; 薪鹽漫畫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0 .-- 20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06-

7 (第 2 冊:平裝) NT$240  

棄形記. Vol. 2/薪鹽漫畫; 袁建滔原

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原 動 力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9-08-1 (EPUB)  

部長大叔狡猾且精力絕倫: 僅限於週

末的戀愛,開始了/ミブヨシカズ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60-7 (EPUB)  

國枝想成為上月先生的特別之人/ゆ

ざきさかお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39-3 

(EPUB)  

這是命令 ,臣服就有獎勵 /三栖よこ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32-4 (EPUB)  

*從前很快樂/なかに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17-1 (PDF)  

*從前很快樂/なかに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26-3 (EPUB)  

啟航吧!編舟計畫/三浦紫苑原作; 雲

田晴子漫畫; 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44-5 (上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

978-957-26-8045-2 ( 下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 

牽起錯過的手/玉川絃奈作; 陳家恩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86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83-8 (平

裝) NT$140  

患得患失的甜蜜佔有/池知奈々, 桜

川ハル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50-8 (EPUB)  

教授與執事的寧靜生活 /金井桂作 ; 

趙聖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08-7 (第 1 冊:

平 裝 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09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  

採集人的野帳. 2/英張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1 .-- 26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04-4 (平

裝) NT$260  

終結的熾天使. 23/鏡貴也原作; 山本

大和漫畫; 弁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15-7 (EPUB)  

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 /夜神里奈作; 
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47-3 (第 4 冊:平裝)  

堀與宮村/HERO 原作; 荻原ダイスケ

漫畫; 呂郁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44-7 (第 1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45-4 (第 16 冊 :平裝特 別

版) .-- ISBN 978-626-322-046-1 (第 16

冊:平裝限定版)  

堀與宮村畫集 畢業紀念冊/HERO 原

作;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; 呂郁青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12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43-

0 (平裝)  

*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. 5/masha 漫

畫; 天原原作; Yoshiki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85-4 (EPUB)  

被夢魔美食家培育著 /星名あんじ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42-3 (平

裝) NT$240  

欲罷不能的發情高潮期/加東鐵瓶作; 

陳律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997-1 

(EPUB)  

欲罷不能的發情高潮期/加東鐵瓶作; 

陳律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2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29-4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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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63-5 (下冊:平裝)  

偷窺中的飢渴野獸/せんみつ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70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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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41-

4 (第 4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42-1 (第 5 冊:平裝) NT$100  

進撃的巨人(全彩版)/諫山創作; 林志
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06-0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-8107-7 (第

2 冊:平裝) NT$190  

富二代可以給成熟姊姊一點愛嗎?: 

年下小鮮肉的性愛服務 (直條式漫

畫)/三夏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69-0 (EPUB)  

*無人車站. I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19-5 (PDF)  

*無人車站. I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28-7 (EPUB)  

最上級 αx 發情 Ω: 妳是我的命定之

人/しいなみな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51-5 

(EPUB)  

陽光一點也不甜/田中一八作; 瓜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55-8 (平裝)  

黑色五葉草/田畠裕基作; 趙秋鳳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23-0 (第 30

冊:平裝) NT$100  

尋因異聞錄.椿/川下寬次作; 和靜清

寂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48-5 (第 17 冊:平裝)  

黑色羅曼史.怪物.秀/美山薫子作; 亞

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07-2 (EPUB)  

惡作劇的手就是不想停下來(直條式

漫畫)/大橋キッカ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66-9 

(EPUB)  

博兒的東瀛紀行. 8/佐々大河作; 劉

子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93-9 (EPUB)  

惡妻物語/大海十夢作; 秦不虫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1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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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43-

5 (第 1 冊:平裝)  

黃昏時不要打開課本/Kan 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奇異果文創, 11010 .-- 

100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360-0-9 (平裝) NT$300  

黃金神威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譯 .-

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194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93-

8 (第 24 冊:平裝)  

越來越崩壞就越來越可愛 /ちふゆ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75-1 (EPUB)  

超性感催情按摩師.芙美: 就算賭上

全身,也一定要讓客人射出來/りゅう

いちろう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27-0 (EPUB)  

菁英部長渴望情色的獎勵 /Tokimeki 

Kitaooj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61-4 

(EPUB)  

尋神的旅途/高山しのぶ作; 秦不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16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52-7 (第 13 冊:平裝)  

尋能第 4 小隊/腦高原作; 爛貨習作漫
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74-7-9 (EPUB)  

最軟!東京人夫日記/米奇鰻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1 .-- 17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07-

4 (第 3 冊:平裝) NT$300  

貴族轉生: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

強力量. 2/三木なずな原作; 華嶋ひ

すい漫畫; 倚風沐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16-4 (EPUB)  

菈菈的婚禮. 第二卷/ためこう作; 紅

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56-7 (EPUB)  

超超超超超喜歡你的 100 個女朋友/

中村力斗原作; 野澤ゆき子漫畫; 凜

峰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0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25-

1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  

趁著醉意隨心所欲 /真白しろいろ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2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44-7 (平

裝) NT$210  

黑道千金上癮的理由?: 觸診無與倫

比少女為我著迷/小池マルミ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40-9 (EPUB)  

絕 對 不 會 讓 你 後 悔 !/さん太ろ 作 ; 

M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3-999-5 

(EPUB)  

絕 對 不 會 讓 你 後 悔 !/さん太ろ 作 ; 

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28-7 (平裝)  

發酵吧!葡萄汁. 1, 獨立酒農的明日

葡萄園/芙勒.歌達(Fleur Godart)作; 居

絲汀.桑洛(Justine Saint-Lô)繪; 黃詩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71-2 (EPUB)  

發酵吧!葡萄汁. 1, 獨立酒農的明日

葡 萄 園 = pur jus/ 芙 勒 . 歌 達 (Fleur 

Godart)作; 居絲汀.桑洛(Justine Saint-

Lô)繪; 黃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積木文化, 11101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59-373-6 ( 平 裝 ) 

NT$750  

發酵吧!葡萄汁. 2, 獨立酒農的明日

酒窖/芙勒.歌達(Fleur Godart)作; 居絲

汀 .桑洛(Justine Saint-Lô)繪 ; 黃詩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9-372-9 (EPUB)  

發酵吧!葡萄汁. 2, 獨立酒農的明日

酒窖= Pur jus: la vinification nature/芙

勒.歌達(Fleur Godart)作; 居絲汀.桑洛

(Justine Saint-Lô)繪; 黃詩雯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101 .-- 22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74-

3 (平裝) NT$750  

絕對男僕安里/故珍子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33-1 (PDF)  

絕對男僕安里/故珍子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38-6 (EPUB)  

絕對男僕琉卡/故珍子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41-6 ( 平 裝 ) 

NT$230  

黑辣妹來囉!/いつむ作; 郭礎源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6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65-4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130  

湧與浪: 自由中國號/狼七漫畫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1 .-- 21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03-

7 (平裝)  

殘影 slow motion/じゃのめ作; 徐柔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24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49-0 (平

裝) NT$140  

無敵怪醫 K2/真船一雄作 ; 林志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8013-1 (第 39 冊:平

裝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8014-

8 (第 40 冊:平裝) NT$130  

尋貓記= An urban cat story/王永成漫

畫  .-- 臺中市  : 愛社享生活文化 , 

11010 .-- 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022-7-0 (平裝)  

進擊的巨人 人物角色名鑑 FINAL/諫

山創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108-4 (平裝) NT$130  

無膽狗雄= TATAMI/曾正忠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11012 .-- 41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2-1-3 (平

裝) NT$800  

描繪戀愛的繽紛色彩/紺しょーた作; 
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76-6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

957-26-8192-3 (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) 

NT$180  

喜歡的東西/貓田リコ作; 張凱倫譯 .-

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85-3 (PDF)  

喜歡的東西/貓田リコ作; 張凱倫譯 .-

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6-289-1 

(EPUB)  

喜歡的偶像居然變成了公認的跟蹤

狂. 1/瀬尾みいのすけ作; 霖之助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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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12-7 

(EPUB)  

愛上內射機關槍!/kakao 作; 熊次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08-2 

(PDF)  

愛上內射機關槍!/kakao 作; 熊次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12-9 

(EPUB)  

聖女貞德(全彩漫畫版)= Saint Joan/喬

治.蕭伯納(George Bernard Shaw)原著; 

GS.灰階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
門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91-825-6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農大菌物語. 9/石川雅之作; 蔡德襄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28-0 

(PDF)  

農大菌物語. 9/石川雅之作; 蔡德襄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38-9 

(EPUB)  

碎片的形狀/つくも号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34-8 (PDF)  

碎片的形狀/つくも号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39-3 (EPUB)  

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. 7/柊ゆたか作; 

小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94-6 (EPUB)  

溺水就讓我神救援: 轉眼之間墜入肉

慾系情海/柚木鈴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46-1 

(EPUB)  

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/冰川翔作; 十

兵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022-

6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

023-3 (第 4 冊:平裝)  

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. 3/冰川翔作; 

十兵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95-0 (EPUB)  

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. 4/冰川翔作; 

十兵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96-7 (EPUB)  

新世界.愛的烏托邦/三ツ矢凡人作; 

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1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12-

1 (平裝) NT$140  

愛在、天晴時吻你/山口ねね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52-2 (EPUB)  

跟你做色色的事/きくらげ著; 熊次

郎翻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紳士 , 

11010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9-04-4 (平裝)  

新來的女傭有點怪 /昆布わかめ作; 
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116-9 (第 3 冊:

平 裝 ) NT$150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17-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50  

溫柔地挖掘至深處/赤星ジェイク作; 

和靜清疾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00-3 

(EPUB)  

想怎麼舔...都沒關係哦?: 與無防備

的巨乳女大學生性愛零距離的合租

生活/芦間路上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73-7 

(EPUB)  

當鬼上司脫下西裝時...: 在床鋪上的

溺愛/Fujiroman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62-1 (EPUB)  

意料之外的沉重之愛 /島袋裕美作; 
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48-0 (第 1 冊:平裝)  

愛哭男孩的小秘密/おまゆ作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46-3 ( 平 裝 ) 

NT$140  

腳麻了...插進來了!性感按摩時被淫

亂揉弄/白石ガッタ作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63-8 (EPUB)  

愛情刻印/灰庭ソウスケ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45-4 (EPUB)  

傲慢與偏見(全彩漫畫版)= Pride and 

prejudice/珍.奧斯汀(Jane Austen)原著; 

林芳宇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

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91-823-2 (平裝) NT$280  

*隔壁的咲夜小姐. 1/konomi 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20-1 (PDF)  

*隔壁的咲夜小姐. 1/konomi 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29-4 (EPUB)  

新鮮現擠!哞哞尻尻學園男生宿舍/み

なせ瀬里作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1 .-- 162 面; 18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78-9 (平裝)  

愛 麗 絲 夢 遊 仙 境 ( 全 彩 漫 畫 版 )= 

Alice'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/路易

斯.卡洛爾(Lewis Carroll)原著; 歐育蘭, 

蕾婷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
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91-824-9 (平裝) NT$280  

新櫻花大戰 the Comic/野口こゆり漫

畫 ; 方 郁 仁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115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  

銀之匙彩色畫集/荒川弘作; 翁蛉玲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9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95-1 (平

裝) NT$360  

與天菜副社長的理想戀情幸福論/天

丸ゆう作畫; 若菜モモ原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34-8 (EPUB)  

腐男子有個祕密/小丸オイコ作; 都

雪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69-0 (平裝)  

腐男孩們的苦甜味日常/淀川ゆお作; 

劉佳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2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36-3 (平裝)  

與你相戀的滋味如同阿芙佳朵(直條

式漫畫)/要まり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67-6 

(EPUB)  

對我說「喜......」/高野ひと深作; 夏

未央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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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18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41-8 (精裝) NT$140  

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. 1/比歐力工

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6-05-7 (PDF)  

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. 1/比歐力工

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6-07-1 (EPUB)  

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. 2/比歐力工

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6-06-4 (PDF)  

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. 2/比歐力工

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6-08-8 (EPUB)  

精神科醫師老公的溺愛診療好誘人: 

初夜開始限時七天/蒼田カヤ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53-9 (EPUB)  

摺紙戰士 A. 7/周顯宗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18-8 (EPUB)  

漫畫版名人傳: 寄託和平與未來於獎

項: 諾貝爾/長田馨漫畫; [林冠汾譯] .-

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小 角 落 文 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8-56-4 (EPUB)  

漫畫版名人傳: 喜歡惡作劇的發明王: 

愛迪生/亞丹堂漫畫; [林冠汾譯]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8-55-7 

(EPUB)  

誤解的 BL: 埋頭學習卻毫無進展。/

イチ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

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

45-4 (平裝) NT$210  

監禁倉庫/Killa+Whale 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威向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05-217-1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505-218-8 (第

3 冊:平裝) NT$380  

綠意盎然的日子/佐久本あゆ作; 張

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43-

2 (平裝) NT$140  

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/大間九

郎原作;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; 吊木
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61-1 (第 3 冊:平裝)  

監獄有鬼 /好故事工作坊原著編劇 ; 

李晴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

11010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9-05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240  

監獄有鬼. 2/李晴漫畫; 蔡沂澄, 王慈

華, 葉子豪, 吳鳳雯原著編劇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09-8 (EPUB)  

徹頭迷上她. 1/日日日原作; ツガノ

ガク漫畫; 何立心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17-1 (EPUB)  

與 貓 戀 愛 的 方 法 . 1/ 鳩 屋 タ マ 作 ; 

AKIRA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24-2 (PDF)  

與 貓 戀 愛 的 方 法 . 1/ 鳩 屋 タ マ 作 ; 

AKIRA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46-4 (EPUB)  

說謊情人的玩物/紺野なをこ作; 曾

怡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86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40-

1 (平裝) NT$140  

碧藍航線 微速前進!/「碧藍航線」

運営原作; ホリ漫畫; 方郁仁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8131-2 (第 3 冊:平

裝) NT$160  

熟男切不斷的孽緣/イクヤス作; 趙

聖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0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46-

9 (平裝) NT$140  

請快點監禁我吧主人?/にこ山 P 蔵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30-0 (EPUB)  

賢者如星. 5/依歡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81-0 (EPUB)  

黎明軍團/片山ユキヲ作; 陳楷錞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67-4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130  

撒哈拉獨眼狼/五月女えむ作; 小路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26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47-6 (平

裝) NT$150 .-- ISBN 978-957-26-8048-

3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70  

嘿咻是違反契約!?: 漏洞百出的專屬

約會/Lizu Nanat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64-5 (EPUB)  

鄰座的偶像讓我無法專心上課!/筒井

テツ原作; 菅原こゆび漫畫; 郭礎源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90-6 (第

1 冊:平裝) NT$130  

衛 宮 家 今 天 的 餐 桌 風 景 /TYPE-

MOON 原作; TAa 漫畫; Demi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17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19-

6 (第 6 冊:平裝)  

衛 宮 家 今 天 的 餐 桌 風 景 . 6/TYPE-

MOON 原作; TAa 漫畫; Demi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075-2 

(EPUB)  

調教上司/藤峰式作; 加奈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011-7 ( 平 裝 ) 

NT$140  

調教男友/藤峰式作; 加奈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010-0 ( 平 裝 ) 

NT$140  

調教遠比想像中更舒服: 在他們的調

教之下身體止不住高潮/不在中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28-7 (EPUB)  

調教諮商室. 完結篇/船堀斉晃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71-3 (EPUB)  

嬌喘聲...都被聽到了哦?在牆壁過薄

的員工宿舍進行 SEX 培訓/きみおた

まこ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065-2 

(EPUB)  

潮與壹成/宇野ユキアキ作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26-5 (第 1 冊:平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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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7927-2 (第

2 冊:平裝) NT$140  

魯 賓 遜 漂 流 記 ( 全 彩 漫 畫 版 )= 

Robinson crusoe/丹尼爾 .笛福 (Daniel 

Defoe)原著; 樹下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26-3 (平裝) 

NT$280  

獎 勵 要 在 調 教 之 後 / に や ま 作 ; 

AKIRA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14-3 (PDF)  

獎 勵 要 在 調 教 之 後 / に や ま 作 ; 

AKIRA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31-0 (EPUB)  

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/天野明作; 賴

思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95-2 (第 2 冊:平裝)  

遲來的決戰/曾正忠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辣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32-2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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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89-2 (EPUB)  

貓咪超有事. 2, 尋找灰胖之旅/志明

與狸貓圖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96-69-8 (EPUB)  

遺產男友。: 今天開始你將屬於我

(直條式漫畫)/カトウロカ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65-2 (EPUB)  

機動戰士鋼彈 THUNDERBOLT/矢立

肇, 富野由悠季原案; 太田垣康男作; 
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22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12-4 (第 18 冊:平裝) NT$150  

學期末性機能調查/たかみや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35-5 (PDF)  

學期末性機能調查/たかみや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40-9 (EPUB)  

貓繪十兵衛: 御伽草紙/永尾丸作; 曲

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23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54-1 (第 10 冊:平裝)  

閻鐵花= Yan/常勝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辣, 11012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32-0-6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480  

*嬲: 豪爽女: Nobly/蹄鉄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21-8 (PDF)  

*嬲: 豪爽女: Nobly/蹄鉄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30-0 (EPUB)  

賺到!住院性活: 來探病的巨乳妹們

都說要和我偷偷做愛/ぱららん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42-3 (EPUB)  

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

事/麻生羽呂原作; 高田康太郎作畫; 

王明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62-8 (第 5 冊:平裝)  

曖昧的高潮表現,不被准許。: 魔鬼

上司單手讓處女陷入情潮/七瀬ひな

た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53-9 (EPUB)  

轉生成蜘蛛又怎樣!/馬場翁原作; か

かし朝浩漫畫; 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17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20-2 (第

10 冊:平裝)  

轉生成蜘蛛又怎樣!. 10/馬場翁原作; 

かかし朝浩漫畫; 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97-4 (EPUB)  

轉生貴族憑鑑定技能扭轉人生: 繼承

弱小領土後,招募優秀人才打造最強

領土/未来人 A 原作; 井上菜摘漫畫; 
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66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騎乘之王/馬場康誌作; 陳姿君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32-2 (第 7 冊:

平裝) NT$140  

簡愛(全彩漫畫版)= Jane Eyre/夏綠蒂.

勃朗特(Charlotte Bronte)原著; 詩詩漫

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 , 

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91-827-0 (平裝) NT$280  

獸人編輯和女騎士漫畫家. 2/インド

僧原作; 佐藤貴文漫畫; 蘇聖翔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19-5 (EPUB)  

爆音少女!!. 14/織本任那作; 遠鄉欣

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11-0 (EPUB)  

藥屋少女的呢喃: 貓貓的後宮解謎手

帳/日向夏原作; 倉田三之路作畫; 盧

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050-

3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51-0 (第 4 冊:平裝)  

霧島是大虎的奴隸/海野海老作; 巫

白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1 .-- 2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56-5 (平裝)  

羅德斯島戰記: 誓約之寶冠. 1/鈴見

敦漫畫; 水野良原作; 哈泥蛙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996-0 

(EPUB)  

獸醫男友的他總是忙到不可開交/木

成あけび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37-9 (EPUB)  

寵壞大人的護理師北野小姐/ぜっき

ょ作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2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1-030-1 (平裝)  

寵壞大人的護理師北野小姐/ぜっき

ょ作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76-9 (EPUB)  

獻身給魔王伊伏洛基亞吧!. 2/梶原伊

緒作; 林沛榛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08-9 (EPUB)  

鐘樓怪人(全彩漫畫版)= Notre Dame 

de Paris/維克多.雨果(Victor Hugo)原

著; 阿蟬年糕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南門書局, 11010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1-828-7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櫻井同學希望我察覺/あきのそら作; 

遠鄉欣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01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25-7 (第 1 冊: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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櫻井同學希望我察覺. 1/あきのそら

作; 遠鄉欣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86-8 (EPUB)  

魔法少年賈修(完全版)/雷句誠作; 李

文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998-2 (第 1 冊:

平 裝 ) NT$320 .-- ISBN 978-957-26-

7999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

978-957-26-8000-1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320 .-- ISBN 978-957-26-8001-8 (第

4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57-

26-8002-5 (第 5 冊:平裝) NT$320 .-- 

ISBN 978-957-26-8003-2 (第 6 冊:平裝) 

NT$320 .-- ISBN 978-957-26-8004-9 (第

7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57-

26-8005-6 (第 8 冊:平裝) NT$320 .-- 

ISBN 978-957-26-8006-3 (第 9 冊:平裝) 

NT$320 .-- ISBN 978-957-26-8007-0 (第

10 冊:平裝) NT$320  

魔法使的新娘/ヤマザキコレ作; 蔡

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19-

3 (第 16 冊:平裝) NT$100  

鐵拳小子 Legends/前川剛作; 方郁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192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52-4 (第

28 冊:平裝) NT$100  

魔都精兵的奴隸/タカヒロ原作; 竹

村洋平漫畫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24-4 ( 第 5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 

魔道祖師(漫畫版)/墨香銅臭, 落地成

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4-362-

3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

986-494-363-0 (第 3 冊:平裝) NT$320 .-

- ISBN 978-986-494-364-7 (第 4 冊:平

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-494-365-

4 (第 5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

986-494-366-1 (第 6 冊:平裝) NT$320 .-

- ISBN 978-986-494-367-8 (第 7 冊:平

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-494-368-

5 (第 8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

986-494-369-2 (第 9 冊:平裝) NT$320 .-

- ISBN 978-986-494-370-8 (第 10 冊:平

裝) NT$320  

魔頭上司與宅宅女友/紅月りと, 坂

野真夢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58-4 (EPUB)  
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/衣笠

彰悟原作; 一乃ゆゆ漫畫; 平川遊佐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

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294-5 (第 8 冊: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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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90-8 (EPUB)  

聽從神明的話/萌木ゆう作; 張芳馨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9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51-3 (平

裝特裝版) NT$160  

戀手癖的最佳理想型?: 按摩師的指

技讓人快活似神仙/望月杏衣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29-4 (EPUB)  

變成我的本命角色的好友♂對我升

起了戀愛的旗幟。/k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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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309-338-6 (EPUB)  

變成異世界美少女大叔與種種冒險. 

1/池澤真漫畫; 津留崎優原作; 弁天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21-8 (EPUB)  

戀愛中的絕滅遺傳子 Ω/影木栄貴, 

蔵王大志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1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25-8 (平裝) NT$140  

變貓變人都為你/刹那魁作; 陳家恩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7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76-0 (平

裝) NT$140  

讓青梅竹馬變成 F 罩杯前我可是不

會死的/ちふゆ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55-3 

(EPUB)  

靈異小偵探 . 5, 飯店驚魂記 /阿毛 , 

KIN 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88-50-2 (EPUB)  

豔漢/尚月地作; 賴瑞琴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1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56-2 ( 第 16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 

小說及雜文 

(好消息)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

夠可愛。. 1/氷高悠作; 邱鍾仁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80-6 

(EPUB)  

(我的英雄學院)THE MOVIE: 世界英

雄任務/堀越耕平原作; 誉司アンリ

作 ; 劉 仁 倩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95-7 (平裝)  

2034 全面開戰(第三次世界大戰實戰

小說): 美軍 NATO 歐盟統帥揭密預

警  # 台 灣 人 必 讀 !/ 艾 略 特 . 阿 克 曼

(Elliot Ackerman), 詹姆斯 .史塔萊迪

(Admiral James Stavridis USN)作; 譚天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4-606-2 (PDF)  

2034 全面開戰(第三次世界大戰實戰

小說): 美軍 NATO 歐盟統帥揭密預

警  # 台 灣 人 必 讀 !/ 艾 略 特 . 阿 克 曼

(Elliot Ackerman), 詹姆斯 .史塔萊迪

(Admiral James Stavridis USN)作; 譚天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4-607-9 (EPUB)  

3 號坑道的騙局/彭素華文; 徐建國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26-8 

(PDF)  

3 號坑道的騙局/彭素華文; 徐建國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31-2 

(EPUB)  

鵺行怪物/散狐著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4-15-4 (PDF) NT$190  

Breath 呼吸/MAME 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61-9 (上冊:平裝) NT$380 .-- 

ISBN 978-626-00-6062-6 (下冊:平裝) 

NT$380  

Friends in far places/Barry 

Martinson[作] .-- 新竹縣 : Tau Books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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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070-3-9 (平裝)  

Momentos enternos/Santiago M. 

Rupérez[作] .-- [初版] .-- 臺中市 : 佳

台書店, 11010 .-- 224 面; 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663-7-3 (平裝)  

ONE PIECE novel 航 海 王 小 說 : 

HEROINES 女英雄們的故事/尾田栄

一郎原作; 江坂純作; 郭礎源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8060-5 (平裝)  

ReLIFE 重返 17 歲. 2/夜宵草原作; 蒔

田陽平小說作者; Galassia 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09-6 (EPUB)  

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: 家人的肖

像/遠藤達哉原作; 矢島綾作; 劉仁倩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4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98-8 (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8099-5 (平裝

首刷限定版)  

WISH YOU: 你在我心中的旋律劇照

小 說 /Aqaurius, 成道俊作 ; [葛增慧

譯]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86-0 

(PDF)  

WISH YOU: 你在我心中的旋律劇照

小 說 /Aqaurius, 成道俊作 ; [葛增慧

譯]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90-7 

(EPUB)  

[影]AMRITA/野崎まど著; 黛西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99-8 

(EPUB)  

『晩鐘』に心寄せて/蔡永興, 蔡賴

淑美著 .-- 臺北市 : 致良, 11011 .-- 12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4-30-

8 (精裝) NT$400  

一劍鎮蒼穹/執筆畫天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64-0 (第 9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65-7 (第

1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66-4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67-1 (第 12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

件,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!?. 1/

櫻木櫻作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87-5 (EPUB)  

七天七夜/春風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旭儒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06908-7-3 (第 1 部:平裝) NT$350 .-

- ISBN 978-986-06908-8-0 (第 2 部:平

裝) NT$335 .-- ISBN 978-986-06908-9-

7 (第 3 部:平裝) NT$345 .-- ISBN 978-

626-95364-0-5 (第 4 部:平裝) NT$350 .-

- ISBN 978-626-95364-1-2 (全套:平裝) 

NT$1380  

八尺門的辯護人/唐福睿著 .-- 臺北

市 : 鏡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4-16-1 (PDF) NT$336  

九星之主/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
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39-8 (第 1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40-4 (第 18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41-

1 (第 1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42-8 ( 第 20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81-7 (第

2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82-4 (第 2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83-1 (第 23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84-

8 (第 24 冊:平裝) NT$180  

九陽武神/我吃麵包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8 .-- 192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1-146-2 (第 14

冊:平裝) NT$180  

三生三世十里桃花. 下/唐七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6-8-9 (PDF)  

三生三世十里桃花. 上/唐七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6-9-6 (PDF)  

大奉打更人/賣報小郎君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12-3 (第 5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13-0 (第 57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14-7 

(第 5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15-4 (第 5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25-016-1 (第 6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25-049-9 (第 6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50-5 (第 6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51-2 (第 63 冊:平

裝)  
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
好. 5/三嶋与夢作; 王啟華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24-9 (EPUB)  

千星傳說. 下/Bacteria 作; [璟玟譯]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381-4 

(PDF)  

千星傳說. 上/Bacteria 作; [璟玟譯]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382-1 

(PDF)  

大荒人仙/言歸正傳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77-0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78-7 (第

1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79-4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80-0 (第 16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女校先生. 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0-99-7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0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0-9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1-6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3-0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3-7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2-9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0-5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0-6 (EPUB) 

NT$12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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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校先生. 17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1-4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8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50-4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19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3-6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9-1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0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2-0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2-1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6-7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9-9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0-8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4-7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7-5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7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5-2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8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1-5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29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9-2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6-0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0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9-0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3-9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8-4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53-5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8-1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2-2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51-1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7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8-3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8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7-7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39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8-5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6-1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0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5-0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7-8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5-1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1-2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52-8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4-3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8-2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7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6-9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8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3-8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49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1-3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4-4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50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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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626-7077-24-5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51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0-7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52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5-3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53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14-6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54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27-6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55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54-2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5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
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9-8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6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5-4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7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02-3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8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47-4 (EPUB) 

NT$125  

女校先生. 9/Michanll, 英雄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36-8 (EPUB) 

NT$125  

大飯店三號二樓= Level 2,house 3,the 

grand hotel/尼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四方行工作室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24-0-7 (平裝)  
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33-1 (第 63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34-8 (第 64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35-5 (第 65

冊:平裝)  
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74-4 (第 6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75-1 (第 6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76-8 (第 6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77-5 

(第 69 冊:平裝)  

太乙/霧外江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26-8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27-5 (第

1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28-2 (第 1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29-9 (第 18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天才魔妃/靈汐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信昌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0753-73-8 (第 1 卷:平裝) NT$250 .-

- ISBN 978-986-0753-74-5 (第 2 卷:平
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75-

2 (第 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

986-0753-76-9 (第 4 卷:平裝) NT$250 .-

- ISBN 978-986-0753-77-6 (第 5 卷:平
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78-

3 (第 6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

986-0753-79-0 (全套:平裝)  

天丹虎飛: 雲霧的新生/黃文海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28-8 

(PDF)  

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/羊太

郎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56-

8 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57-5 (第 19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天地方程式. 3, 封印黃泉神/富安陽

子文; 王蘊潔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親子天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5-107-2 (EPUB)  

少年陰陽師. 伍拾伍, 祈願之淚/結城

光流著; 涂愫芸譯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

3816-1 (PDF)  

天空塔黑巫再現 /班恩 .艾倫諾維奇

(Ben Aaronovitch)作; 林詔伶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47-6 

(EPUB) NT$280  

父皇,萬睡萬萬睡/羽宸寰作 .--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6-284-6 (PDF)  

父皇,萬睡萬萬睡/羽宸寰作 .--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6-288-4 (EPUB)  

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. 3/浜千鳥

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067-7 (EPUB)  

天香飆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)/臥

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, 11101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29-1 (全套:

平裝)  

不敗武神/鐵鐘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15-911-5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10-8 (第

11 冊:平裝) NT$180  

六朝燕歌行. 21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57-3 (EPUB) 

NT$125  

六朝燕歌行. 22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58-0 (EPUB) 

NT$125  

六朝燕歌行. 23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59-7 (EPUB) 

NT$125  

六朝燕歌行. 24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0-3 (EPUB) 

NT$125  

六朝燕歌行. 25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1-0 (EPUB) 

NT$125  

不想成為騎士的我. 2: 與被人推入火

坑的他/草子信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68-8 (PDF)  

不想成為騎士的我. 3: 與淪為敵人目

標的他/草子信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69-5 (PDF)  

不想成為騎士的我. 4: 與奢望兩情相

悅的他/草子信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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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燕文創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72-5 (PDF)  

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. 6/牧野圭祐作; 

張凱鈞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10-2 

(EPUB)  

天福園傳說: 光榮世代之圓桌勝士/

岳淑君作 .-- 臺中市 : 岳淑君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13-5 

(PDF)  

心機/林珮瑜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87-7 (PDF)  

心機/林珮瑜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91-4 (EPUB)  

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. 4, 與冰炎千金

在暑假拯救王國/七野りく作; 偽善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4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89-6 (平

裝)  

北一喜多捕物帖/宮部美幸著; 高詹

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07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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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83-0 

(EPUB)  

白井悠介 1st 寫真散文集: 船到橋頭

自然直/白井悠介著; kikia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004-2 

(EPUB)  

半仙/躍千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
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43-5 (第 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44-2 (第 6 冊:平裝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345-9 (第

7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46-6 (第 8 冊:平裝) NT$190  

示見之眼. 六/蒔舞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平心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94-379-1 (PDF)  

示見之眼. 五/蒔舞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平心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94-380-7 (PDF)  

白首妖師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62-6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63-3 (第

14 冊:平裝) NT$180  

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

族. 6/月夜涙作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77-6 (EPUB)  

仙宮/打眼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
文化, 110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8-045-1 (第 7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044-4 (第 69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043-7 (第 68 冊:平裝)  

本宮不玩了/安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64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65-2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66-9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67-6 (第 4

冊:平裝)  

玉釵盟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)/臥

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, 11101 .-

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31-4 (全套:

平裝)  

永無境. I, 莫莉安與幻奇學會的試煉/

潔西卡.唐森(Jessica Townsend)作; 陳

思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23-5 (PDF)  

永無境. I, 莫莉安與幻奇學會的試煉/

潔西卡.唐森(Jessica Townsend)作; 陳

思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39-6 (EPUB)  

永無境. II, 茉莉安與幻奇師的天命/

潔西卡.唐森(Jessica Townsend)作; 陳

思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22-8 (PDF)  

永無境. II, 茉莉安與幻奇師的天命/

潔西卡.唐森(Jessica Townsend)作; 陳

思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40-2 (EPUB)  

永無境. III, 茉莉安與空心症的獵物/

潔西卡.唐森(Jessica Townsend)作; 陳

思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21-1 (PDF)  

永無境. III, 茉莉安與空心症的獵物/

潔西卡.唐森(Jessica Townsend)作; 陳

思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41-9 (EPUB)  

冬凝曲/丁瑤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8-2 (EPUB)  

仙藥大亨/寂寞我獨走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01-7 (第 1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18-5 (第 1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55-0 

(第 15 冊:平裝)  
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25-004-8 ( 第 130 冊 : 平裝 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44-4 (第 131 冊:平

裝)  

百日青/鹿場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留

守番工作室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99877-4-5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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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33-3814-7 (PDF)  

地底城魔法暗湧 /班恩 .艾倫諾維奇

(Ben Aaronovitch)作; 韓宜辰, 林詔伶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48-3 (EPUB) NT$266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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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7/ざ

っぽん作; 李君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4-997-7 (EPUB)  

死相學偵探. 8, 最後的案件/三津田

信三著; 莫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06-6 (EPUB)  

在現代社會變成女性向遊戲的反派

千金有點傷腦筋啊. 1/二日市とふろ

う作; 劉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11-9 (EPUB)  

色 情 白 噪 音 that's the hormones 

speaking/王和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九歌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0-374-2 (EPUB)  

再 遇 見 大 飯 店 三 號 二 樓  = Level 

2,house 3,the grand hotel: reunion/尼西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四方行工作室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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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2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24-1-4 (平裝)  

全職藝術家/我最白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73-2 ( 第 9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74-9 (第

1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75-6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76-3 (第 12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劫灰憶存/李承穀著 .-- 臺北市 : 九逵

商行, 11010 .-- 4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495-39-7 (平裝)  

步步為妃/月依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18-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19-5 (第 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20-1 (第 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21-8 (第 4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22-5 (第 5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23-2 

(第 6 冊:平裝)  

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。/海空りく

作 ; 吳 天 立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83-

4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84-1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我的女友是老師/鏡遊作; 陳柏伸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7969-2 (第 8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57-26-7970-8 (第 8 冊:平裝

首刷限定版)  

我的好人卡王子/月影紗作 .-- 臺北

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0-31-7 

(PDF)  

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!. 15, 黑貓 if. 

上 /伏見つかさ作; 周庭旭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068-4 

(EPUB)  

我的幸福婚約. 四/顎木あくみ著; 許

婷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00-1 (EPUB)  

我是鍊金術師。自重這種常識被我

丟進垃圾桶了。. 1/夏月涼作; 徐維

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52-0 (EPUB)  

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,該

如何表白我的愛?/手島史詞作; 吳苾

芬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8087-2 (第 1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8188-6 (第 13
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/猿渡風

見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82-

7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87-9 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79-9 (第 56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96-6 (第 57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97-3 (第 58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98-0 (第 59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99-7 

(第 60 冊:平裝)  

告訴我,你受了什麼苦?/西格麗德.努

涅斯(Sigrid Nunez)著; 張茂芸譯 .-- 臺

北市 : 寂寞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23-1-5 (EPUB)  

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!?. 2/望公

太作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10-3 (EPUB)  

我想成為影之強者!. 4/逢沢大介作; 

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69-1 (EPUB)  

沙漏之家/楊瀅靜作 .-- 臺北市 : 聯合

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23-421-0 (EPUB)  

明日的世界將會星光燦爛. 1/ツカサ

作 ; 林 其 磊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13-3 (EPUB)  

花之姬綺譚. 6/花鈴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70-1 (PDF)  

易主 /小白魚作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91-9 (第 2 冊:平裝)  

長生石的守護者/陳郁如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0-26-7 (EPUB)  

夜的命名術/會說話的肘子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347-3 (第 5 冊:

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

348-0 (第 6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49-7 ( 第 7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350-3 (第

8 冊:平裝) NT$190  

拐妻保單/夢雲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4-4 (EPUB)  

非典型戀人養成法/OUKU 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289-2-9 

(EPUB)  

青春四年間/感光滑鼠作 .-- 台中市 : 

無事退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63-0 (EPUB)  

京城有個俏廚娘/一顆荔枝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954-6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55-3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56-0 
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57-7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958-4 (第 5 冊:平裝)  

牧神記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
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8-968-3 (第 9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69-0 (第 92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70-6 (第 93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71-3 (第 94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72-0 (第 95

冊:平裝)  

雨夏蟬鳴: 與你纏綿/柳孝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89-3-6 (PDF)  

非常男子高校. 番外篇: 男能可貴,必

須知男而上/吾名翼作; ツバサ繪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29-7 (PDF)  

非常男子高校. 番外篇: 男能可貴,必

須知男而上/吾名翼作; ツバサ繪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37-2 (EPUB)  

怕痛的我,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. 11/

夕蜜柑作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070-7 (EPUB)  

延遲出場的馴獸師之日常/棚架ユウ

作; 蕪村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090-2 (第 2 冊: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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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
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8-978-2 (第 4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25-048-2 (第 47 冊:平裝)  

紅月之下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20-8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21-5 (第 1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22-2 (第 1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23-9 

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24-6 (第 15 冊:平裝)  

城中之城/滕肖瀾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

縣 : 品林數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0-49-5 (EPUB)  

秋心曲/丁瑤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80-5 (EPUB)  

重生之快意人生/柳岸花又明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980-5 (第 45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81-2 

(第 4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82-9 (第 4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983-6 (第 4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84-3 (第 49 冊:平裝)  

重生之醫手遮天/肥尾蠍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15-935-1 (第 38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34-

4 (第 37 冊:平裝) NT$180  

重生勇者面露冷笑,步上復仇之路. 8, 

永無止境的復仇者/木塚ネロ作; 何

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53-7 (EPUB)  

重生農女好運來/妖怪不吃肉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25-031-4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32-1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33-8 
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34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25-035-2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25-036-9 (第 6 冊:平裝)  

紅耳朵(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)/莫言
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26-5 

(EPUB) NT$294  

重回侯門/小樓西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24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25-6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26-3 (第 3 冊:

平裝)  

面具/易人北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墨

扉, 11011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02-4-5 (精裝) NT$480  

星門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19-2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57-4 (第 1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58-1 (第 1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59-8 

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60-4 (第 15 冊:平裝)  

待到月盞花綻放那天/貓邏作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086-5 (第 1 冊:平裝)  

侯府是個幸福窩/藤下香梨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948-5 (第 1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49-2 (第 2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50-8 
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

951-5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28-952-2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53-9 (第 6 冊:平裝)  

風雨燕歸來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

版)/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28-

4 (全套:平裝)  

皇帝的獨生女. 1/YUNSUL 作; [蔡宛

育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94-371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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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014-1 

(EPUB)  

秋毫詩稿/梁評貴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4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44-8 (平裝) 

NT$150  

英雄王,為了窮盡武道而轉生: 而後

成為世界最強見習騎士♀/ハヤケン

作 ; 林 均 鎂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94-0 (第 2 冊:平裝)  

穿 雲 少 女 / 顧 德 倫 . 包 瑟 望 (Gudrun 

Pausewang)著; 黃慧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菓子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71-0-6 (PDF)  

穿 雲 少 女 / 顧 德 倫 . 包 瑟 望 (Gudrun 

Pausewang)著; 黃慧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菓子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71-1-3 (EPUB)  

重裝武器. 15, 最為明智的思考放棄 #

不可預測的結局/鎌池和馬作; 可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93-6 (EPUB)  

紀葛格、在線吃釣小白兔♥/佐緒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064-0 (平裝) NT$250  

春漫曲/丁瑤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9-9 (EPUB)  

香蔥屋/舒雲小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4-82-2 (EPUB) 

NT$210  

科 學 愛 人 / 珍 奈 . 溫 特 森 (Jeanette 

Winterson)著; 陳佳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1-04-6 (PDF)  

飛燕驚龍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)/

臥龍生著  .-- 臺北市  : 風雲時代 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27-

7 (全套:平裝)  

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,不知不覺就

練到 LV MAX. 11/森田季節作; 陳冠

安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尖 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27-3 (PDF)  

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,不知不覺就

練到 LV MAX. 11/森田季節作; 陳冠

安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尖 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43-3 (EPUB)  

朕/王梓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
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8-986-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87-4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88-1 (第 3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89-8 (第 4 冊:平裝)  

高热不止/黃昏密度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旭儒, 11012 .-- 28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908-5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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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刀殺人中學/鐵銘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鏡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4-14-7 (PDF)  

納尼亞傳奇(七部曲)/C.S. 路易斯原

作; 袁光麟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

學習, 11010 .-- 約 2869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56-9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1980  

納尼亞傳奇. 1, 魔法師的外甥/C.S. 路

易斯原作; 袁光麟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

儀數位學習, 11010 .-- 約 37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49-1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290  

納尼亞傳奇. 2, 獅子女巫和魔衣櫥

/C.S. 路易斯原作; 袁光麟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10 .-- 約 333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50-7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90  

納尼亞傳奇. 3, 能言馬與男孩/C.S. 路

易斯原作; 袁光麟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

儀數位學習, 11010 .-- 約 443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51-4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290  

納尼亞傳奇. 4, 凱斯賓王子/C.S. 路易

斯原作; 袁光麟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

數位學習, 11010 .-- 約 409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52-1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290  

納尼亞傳奇. 5, 黎明踏浪號的遠航

/C.S. 路易斯原作; 袁光麟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10 .-- 約 457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53-8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90  

納尼亞傳奇. 6, 銀椅/C.S. 路易斯原作; 

袁光麟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10 .-- 約 47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54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90  

納尼亞傳奇. 7, 最後一戰/C.S. 路易斯

原作; 袁光麟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

位學習, 11010 .-- 約 384 分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05-55-2 (線上有聲

書(MP3)) NT$290  

倖存者,如我們/歐大旭(Tash Aw)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85-6 (PDF)  

倖存者,如我們/歐大旭(Tash Aw)作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08-6087-0 

(EPUB)  

茶金歲月: 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/

廖運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12-9 (PDF)  

茶金歲月: 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/

廖運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13-6 (EPUB)  

酒徒=Tippler/秦三見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墨扉, 11010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02-3-8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倀鬼夜行 幽聲夜語. 7/醉琉璃作 .-- 

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02-0 (EPUB)  

草原與書/感光滑鼠作 .-- 台中市 : 無

事退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64-7 (EPUB)  

神探夫君/歸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0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27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28-7 (第 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29-4 (第 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30-0 (第 4 冊:

平裝)  

神術鍊金士. 4/帥呆著 .-- 新北市 : 河

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7-62-7 (EPUB) NT$125  

夏詠曲/丁瑤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81-2 (EPUB)  

倫敦河惡靈騷動 /班恩 .艾倫諾維奇

(Ben Aaronovitch)作; 鄭郁欣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49-0 

(EPUB) NT$252  

起意/蕭二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墨

扉, 11012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02-5-2 (平裝) NT$330  

海綿寶寶/鮮蝦蛋黃焗飯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旭儒, 11012 .-- 256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08-6-6 (平裝) 

NT$300  
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8-995-9 (第 58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46-8 (第 59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47-5 (第 60 冊:平

裝)  

神魔書/血紅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
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023-6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022-9 (第 14 冊:平
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21-

2 (第 13 冊:平裝) NT$190  

從一開始/Onemore 玩墨作 .-- 臺中市 : 

著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42-5 (PDF)  

紳士與小賊/邦妮.狄(Bonnie Dee), 夏

夢 .狄文 (Summer Devon)著 ; 曾倚華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89-1-2 (EPUB)  

國中理化課. 8/小平著 .-- 新北市 : 河

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7-55-9 (EPUB) NT$125  

偷心教練床上見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20-9 (PDF)  

偷心教練床上見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23-0 (EPUB)  

異世界拷問姬. 7/綾里惠史作; 梁恩

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13-4 (EPUB)  

*異世界悠閒農家. 8/內藤騎之介作; 

Seek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4-984-7 (EPUB)  

被召喚的賢者前往異世界: 廢棄庫存

道具才是最強/夜州作; 林憲權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093-3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棄宇宙/鵝是老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58-9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359-6 (第

18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60-2 (第 19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61-9 (第 20 冊:平

裝) NT$190  

殺死彼得兔/李讚英(이찬영)著; 黃莞
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283-5 (EPUB)  

透明的紅蘿蔔 (諾貝爾獎全新珍藏

版)/莫言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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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28-9 (EPUB) NT$364  

球狀閃電(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)/莫

言 著  .-- 二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麥 田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27-2 (EPUB) NT$322  

偷亞提拉馬的男孩/伊凡.雷皮拉(Iván 

Repila)著; 葉淑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41-4 (EPUB) 

NT$252  

都柏林人/詹姆斯.喬伊斯著; 辛彩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25-5 (PDF)  

都柏林人/詹姆斯.喬伊斯著; 辛彩娜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30-9 (EPUB)  

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,或是開創世

界的聖戰. 10/細音啟作; 蔚山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074-5 

(EPUB)  

異 修 羅 . 2, 殺 界 微 塵 暴 / 珪 素 作 ; 

Shaunte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072-1 (EPUB)  

異 修 羅 . 3, 絕 息 無 聲 禍 / 珪 素 作 ; 

Shaunte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073-8 (EPUB)  

偵探少年與敏銳的山田同學: 包夾我

的雙胞胎姊妹擅自展開推理/玩具堂

作 ; 楊 涴 如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88-9 (第 1 冊:平裝)  

終焉的新娘. 1/綾里けいし作; 貓頭

鷹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14-0 (EPUB)  

偽裝/柳瀟瀟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82-9 (EPUB)  

逍遙小散仙. 22/迷男著 .-- 新北市 : 河

圖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7-56-6 (EPUB) NT$12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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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7056-25-7 (PDF)  

貪慾之蛇/紫曜日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92-6 (平裝)  

御獸王/輕泉流響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90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91-1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92-8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93-5 (第 4

冊:平裝)  

掌中開拓村的異世界建國記. 3: 與增

加的新娘們一起度過悠閒無人島生

活/星崎崑作; 簡廷而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54-4 (EPUB)  

惡奴. 1/知樂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1-1 (EPUB) NT$125  

惡奴. 2/知樂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2-8 (EPUB) NT$125  

惡奴. 3/知樂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3-5 (EPUB) NT$125  

惡奴. 4/知樂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4-2 (EPUB) NT$125  

惡奴. 5/知樂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5-9 (EPUB) NT$125  

惡奴. 6/知樂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8-0 (EPUB) NT$125  

惡奴. 7/知樂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7-3 (EPUB) NT$125  

惡奴. 8/知樂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6-6 (EPUB) NT$125  

黑死館殺人事件: 本格推理炫技經典.

四大奇書始祖/小栗虫太郎著; 詹慕

如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4-620-8 (PDF)  

黑死館殺人事件: 本格推理炫技經典.

四大奇書始祖/小栗虫太郎著; 詹慕

如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4-622-2 (EPUB)  
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00-0 (第 2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17-8 (第 2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52-9 (第 2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53-6 

(第 2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54-3 (第 30 冊:平裝)  

最後的藍/入間人間作; 羅尉揚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84-4 

(EPUB)  

絳雪玄霜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)/

臥龍生著  .-- 臺北市  : 風雲時代 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30-

7 (全套:平裝)  

詐欺小姐太犯規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21-6 (PDF)  

詐欺小姐太犯規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24-7 (EPUB)  

喜結前世緣/暮雨晨風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37-6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38-3 (第 2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39-0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40-6 
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41-3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25-042-0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25-043-7 (第 7 冊:平裝)  

普渡慶中元: 七月的故事/感光滑鼠

文 .-- 台中市 : 無事退朝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43-9446-3 

(EPUB)  

普渡慶中元: 其他的故事/感光滑鼠

作 .-- 第一版 .-- 台中市 : 無事退朝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49-4 (EPUB)  

間諜教室. 2, 「愛娘」葛蕾特/竹町

作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01-1 (EPUB)  

進擊的庶女/樂陶陶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28-959-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60-7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61-4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62-1 (第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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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63-8 

(第 5 冊:平裝)  

*無職轉生: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

事 . 24/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; 陳柏伸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00-4 (EPUB)  

喜鵲迷情. 2, 非君莫屬/KJ 查爾斯作; 

[康學慧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

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94-377-7 (PDF)  

*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. 6/支

倉凍砂作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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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靶上的魔王/吳威邑著 .-- 臺北市 : 鏡

文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4-13-0 (PDF) NT$225  

聖女魔力無所不能. 7/橘由華作; 李

靜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94-3 (EPUB)  

當你走入我的故事/沾零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7-2-5 (EPUB) 

NT$200  

聖武時代/道門弟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51-0 ( 第 31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352-7 (第

32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53-4 (第 33 冊:平裝) NT$190  

過 度 呼 吸  小 說 . 上 /J.Soori 作 ; 

Bboungbbangkkyu 原作; [ Racie 譯]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372-2 

(PDF)  

過 度 呼 吸  小 說 . 下 /J.Soori 作 ; 

Bboungbbangkkyu 原作; [Racie 譯]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373-9 

(PDF)  

道祖,我來自地球/烏山雲雨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192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005-

5 (第 29 冊:平裝)  

* 塔 納 托 斯 的 夢 境 / 薛 西 斯 (Xerses)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悅知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46-5-4 (PDF)  
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07-9 (第 7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08-6 (第 77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09-3 

(第 7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10-9 (第 7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25-011-6 (第 80 冊:平裝)  

*愛情停機坪/月影紗著 .-- 臺北市 : 

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90-32-4 

(EPUB)  

*詭軼紀事. 參, 萬聖鐮血夜/DIV, 星

子, 龍雲, 笭菁作 .-- 臺北市 : 嗨森數

位文創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605-74-9 (EPUB)  

詭軼紀事. 肆, 喪鐘平安夜/Div(另一

種聲音), 星子, 龍雲, 笭菁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9-0-9 (PDF)  

試圖跟她解釋什麼是花旦的我陷入

世界級難題. 3/D51 作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7978-4 (EPUB)  

與老闆的祕密情事/菲比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22-3 (PDF)  

與老闆的祕密情事/菲比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25-4 (EPUB)  

瘋狂電影圈/莫爭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

縣 : 品林數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0-48-8 (EPUB)  

塵砂追憶. 3/亞次圓作; Cola 繪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20-4 (PDF)  

塵砂追憶. 3/亞次圓作; Cola 繪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42-6 (EPUB)  

碧藍航線 Episode of Belfast/助供珠樹

作 ; 劉 仁 倩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85-8 (第 4 冊:平裝)  

精靈幻想記. 20, 她的聖戰/北山結莉

作 ; 林 佳 祥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096-4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

26-8097-1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廢土走私商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9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706-1 (第 25

冊:平裝)  

廢土走私商第二部/浮兮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03-1 (第 5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25-3 (第 6 冊:

平裝)  

諸天萬界/快餐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985-0 (第 26

冊:平裝)  

劍仙在此/亂世狂刀 01 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8-973-7 (第 65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994-2 (第 66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06-2 

(第 6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45-1 (第 68 冊:平裝)  

請把門鎖好/萊利.塞傑(Riley Sager)著; 

林零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 : 臉譜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38-6 (EPUB) NT$280  

豬肝記得煮熟再吃. 3/逆井卓馬作; 

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79-0 (EPUB)  

魯迅經典小說集套書/魯迅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178-576-9 (全套:平裝) 

NT$450  

數到十就親親你. 1/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้)作; 

KAMUI710 繪; 胡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19-8 (PDF)  

數到十就親親你. 1/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้)作; 

KAMUI710 繪; 胡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36-5 (EPUB)  

數到十就親親你. 2/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้)作; 

KAMUI710 繪; 胡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18-1 (PDF)  

數到十就親親你. 2/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้)作; 

KAMUI710 繪; 胡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35-8 (EPUB)  

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. 10/寿

安清作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02-8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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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/裕夢作; 

何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058-2 (第 6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8059-9 (第 6
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憂國的莫里亞蒂: 「血字」的研究/

竹内良輔, 三好輝原作; 埼田要介作; 

蕪村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24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975-

3 (平裝)  

德意的一年/賴以威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80-7 (PDF)  

德意的一年/賴以威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82-1 (EPUB)  

樹.穴.魔法迷宮/竹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37-0 (PDF) NT$280  

貓與狗,狐與熊/感光滑鼠作 .-- 台中

市 : 無事退朝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65-4 (EPUB)  

貓戰士首部曲(十週年紀念版)/艾琳.

杭特(Erin Hunter)著; 高子梅, 吳湘湄, 

韓宜辰, 蔡梵谷譯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

晨星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20-020-3 (全套:平裝) NT$1500  

颶光典籍四部曲: 戰爭節奏. 上/布蘭

登.山德森(Brandon Sanderson)作; 歸

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39-2-3 (EPUB)  

颶光典籍四部曲: 戰爭節奏. 下/布蘭

登.山德森(Brandon Sanderson)作; 歸

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39-3-0 (EPUB)  

謊言後遺症/Mis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原創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77-0-1 (EPUB)  

隱身黑暗的少女 /麗莎 .傑威爾(Lisa 

Jewell)著; 吳宜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寶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6-270-5 (EPUB)  

營繕師異譚/小野不由美著; 張筱森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03-2 (EPUB)  

營繕師異譚之貳/小野不由美著; 王

華懋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04-9 (EPUB)  

闖入的愛情/夏天晴作; lino 繪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13-6 (PDF)  

闖入的愛情/夏天晴作; lino 繪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30-3 (EPUB)  

轉生成蜘蛛又怎樣!. 14/馬場翁作; 廖

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85-1 (EPUB)  

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

媽的女兒. 4/松浦作; 楊采儒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4-995-3 

(EPUB)  

轉生賢者的異世界生活. 2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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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055-1 

(EPUB)  

獵妻保單/商羽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5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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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1/雲雀湯

作; 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003-5 (EPUB)  

藏寶圖(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)/莫言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29-6 

(EPUB) NT$315  

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/貓寬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24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1-334-

3 (第 9 冊:平裝) NT$250  

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. 8/貓寬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1-371-8 (PDF)  

贈妻保單/凌霄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6-8 (EPUB)  

鏡界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

文創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54-1 (第 17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55-8 (第 18 冊:平
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356-

5 (第 19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57-2 (第 20 冊:平裝) NT$190  

*霧峰向日葵家園文集. 第十集/李明

悅, 李慈悅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霧

峰向日葵家園, 11010 .-- 8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28-7-5 (平裝) 

NT$500  

*麗莎車禍 100 天全紀錄/吳昭華(麗

莎)作 .-- 臺中市 : 吳昭華, 11010 .-- 8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97-

8 (平裝) NT$300  

蘇活月爵士魅影 /班恩 .艾倫諾維奇

(Ben Aaronovitch)作; 鄭郁欣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50-6 

(EPUB) NT$252  

魔女之旅 . 15/白石定規作 ; 李殷廷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20-1 (EPUB)  

魔法★探險家: 轉生為成人遊戲萬年

男二又怎樣,我要活用遊戲知識自由

生活. 4/入栖作; 陳士晉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98-1 (EPUB)  

纏妻保單/雨絃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77-5 (EPUB)  

蘭若仙緣/糖醋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4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5-855-2 (第 9 冊:

平裝) NT$180  

魔界霸主/點精靈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002-4 (第 5 冊:

平裝)  

魔界霸主/點精靈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26-0 (第 6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27-7 (第 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28-4 (第 8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29-1 (第 9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30-7 

(第 10 冊:平裝)  

聽雪譜. 10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0-90-4 (EPUB) NT$125  

皇帝的獨生女. 2/YUNSUL 作; [蔡宛

育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94-378-4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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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

<<苡見鍾情>>巫苡萱寫真書/巫苡萱

作; 莉奈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11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282-2 (平裝)  

<<鬼谷子>>公案徹底終結 /朔雪寒

著 .-- 嘉義縣 : 一個人出版, 11011 .-- 

404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86-0-8 (平裝)  

<<歲月,莫不靜好>> + <<歲月無驚>>

套書/蔣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08-8 (全套:精裝) NT$900  

<<與你襄遇>>林襄寫真書/林襄作; 

莉奈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283-9 (平裝)  

(圖像視覺記憶)大家來學日本人天

天都要用的日語單字/上杉哲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管顧問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03-6-8 

(PDF)  

0-3 歲嬰幼兒課程活動設計/施淑娟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44-6 

(PDF)  

0-3 歲嬰幼兒課程活動設計/施淑娟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45-3 

(EPUB)  

1 秒就能秀日語熱銷套書: 假名練習

帖 帶你趣遊假名+365 天差很大 每天

10 分鐘日語發音自學就會/吉松由美, 

西村惠子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

田社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246-654-4 ( 全 套 :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430  

2022 開運大預言&福虎年開運農民

曆/雨揚老師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

譜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34-8 (PDF)  

2049: 影劇小說 X 深度解析/瀚草影視, 

英雄旅程原創劇本; 繆非小說改寫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51-6 (PDF)  

2049: 影劇小說 X 深度解析/瀚草影視, 

英雄旅程原創劇本; 繆非小說改寫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53-0 (EPUB)  

24 個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故事: 野孩子、

女巫獵殺到巴甫洛夫的狗,揭開隱藏

在實驗背後的細節與真相/約翰.霍根

(John D. Hogan)作; 林金源譯; 周震宇
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1 .-

- 約 62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9-542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50  

30 天與 Docker 做好朋友: 跟鯨魚先

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/周建毅

(Miles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29-6 (PDF)  

30 天與 Docker 做好朋友: 跟鯨魚先

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/周建毅

(Miles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39-5 (EPUB)  

30 秒肌肉復位術 僵硬、疼痛瞬間消

解/黃烟輝作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50-1 (PDF)  

30 秒肌肉復位術 僵硬、疼痛瞬間消

解/黃烟輝作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57-0 (EPUB)  

642 組織行銷倍增學/王晴天著 .-- 新

北市 : 華文網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71-923-7 (PDF) NT$199  

642 組織行銷倍增學/王晴天著 .-- 新

北市 : 華文網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71-924-4 (EPUB) 

NT$199  

7 分鐘豐盛心靈寫作: 劉滄碩教你用

33 天,從認識自己、擺脫潛意識限制,

進而邁向財富富足、生命豐盛之路!/

劉滄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63-6 (EPUB)  

90％的成功經驗都要拋棄!: 讓你避

開成功帶來的四大陷阱,打造持續創

新的商業模式/志水浩著; 尤莉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35-2 (EPUB)  

寻道的人/白云老禅师着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千佛山白雲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9-6-3 (PDF) 

NT$100  

北歐國家機構住民跌倒危險因子之

探討/謝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謝詩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12-8 (PDF) NT$400  

Adaptive language learning/by 馬太乙

(Malcolm S. Vargas) .-- 1st ed. .-- 嘉義

市 : 馬太乙, 11010 .-- 19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484-5 ( 平 裝 ) 

NT$7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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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50-8 (PDF)  

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. 

2021/游文玫, 賀嘉潔, 曾晟愿, 林慧美, 

謝丞凱, 洪千雅, 莊世豪, 馮家誼, 李

國梅, 王亞寧, 陳怡潔, 施建伍, 陳怡

文, 李品慧, 王薇雅, 陳妍蓓, 張瑄方, 

陳亭邑編輯 .-- 臺北市 : 畫廊協會, 

11010 .-- 30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974-3-6 (精裝) NT$800  

Bizzy Bear 中英點讀單字大百科/班傑.

戴維斯(Benji Davies)文.圖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24

面; 28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422-4 (精裝)  

C-IDEA Design Award yearbook 

2019/2020/editor in chief David 

Blaiklock, Chang Fangpang, Li Xu .-- 高

雄市 : 高市廣告創意協會, 11012 .-- 

320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7955-9-4 (平裝)  

CHAKRA 脈輪療癒美肌聖經/台灣雅

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

台商資源國際, 11011 .-- 5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6809-3-6 (平裝) 

NT$200  

DESIRE: 人態好攝影集/人態好 NICE 

PEOPLE PHOTOGRAPHY 攝影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050-

9 (平裝)  

DESIRE: 人態好攝影集/人態好 NICE 

PEOPLE PHOTOGRAPHY 攝影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062-2 

(EPUB)  

Dreaming shalom: journeying together 

for peace in Asia/chief editor Huang Po 

Ho .-- 臺南市  : 恩惠文教基金會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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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291-4-4 (平裝)  

EQ 學園. 1, 好人氣養成班(學習手冊). 

上冊/楊俐容, 張黛眉, 張嘉紋, 黃春偉

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耕心文教 , 

11010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91-5-3 (平裝) NT$50  

ESL language arts. 6/writer Keith 

Beckett .-- [再版]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012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99-9-0 (精裝)  

Excel 自動化作業: 使用巨集與 VBA/

古川順平著; 陳亦苓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4-006-3 (PDF)  

Exercises 練習/奇亞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林佳穎(臺北市), 11010 .-- 96 面; 

1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53-1 (平

裝)  

FFTC's 50th anniversary and symposium: 

making agri-food systems sustainable/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亞太糧肥技術中心, 

11010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366-5-1 (精裝)  

G21: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

kids/written by Y. H. Mew .-- 臺北市 : 

敦煌, 11011 .-- 8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06-954-3 (第 4 冊:平裝)  

HP 惠普的成功之道/吳德威編著 .-- 

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7-6-0 (PDF) 

NT$2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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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75-5-8 (PDF) NT$280  

IDOL: 周予天寫真/周予天作 .--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96-9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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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957-43-9372-5 (平裝) NT$578  

iT-jo.'s mental test/author iT-jo., Hsun 

Hui .-- 1st ed. .-- 屏東縣  : 陳勳煇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98-5 (PDF) NT$278  

Java SE 7 技術手冊/林信良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04-9 (PDF)  

Kaggle 大師教您用 Python 玩資料科

學,比賽拿獎金/石原祥太郎, 村田秀

樹著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07-0 (PDF)  

LEVEL 7/宮部美幸著; 劉子倩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3-06-3 

(EPUB)  

Little Journey 海豚 徐薇涵/徐薇涵 海

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笙國際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50-3-4 (平裝) NT$980  

Love's vestige/林諭志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林諭志, 11012 .-- 64 面; 20X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75-3 (平裝) 

NT$1000  

Master Chinese tones: with similar 

Pronunciation and tongue twisters/Celine 

Wei-Chieh Chen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陳瑋婕, 11011 .-- 11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12-5 (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13-2 (精裝)  

Metadata 後設資料: 精準搜尋、一找

就中,數據就是資產!教你活用「描述

資料的資料」,加強資訊的連結和透

通 / 傑 福 瑞 . 彭 蒙 藍 茲 (Jeffrey 

Pomerantz)著; 戴至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經濟新潮社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7-3-3 (PDF)  

Nala's World,最幸福的旅程: 一人一

貓 的 單 車 環 球 冒 險 / 迪 恩 . 尼 可 森

(Dean Nicholson), 蓋瑞.詹金斯(Garry 

Jenkins)著; 林紋沛, 陳璽尹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54-3 (PDF)  

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寫作

測驗必考題型: 一本掌握命題趨勢、

文法句型、常考情境、字彙、慣用

表達,只給你最完整、最有用的必考

重點!/陳頎著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4-194-2 (PDF)  

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

Annual Conference and Joint Meetings 

(PNC). 2021/Ling-Jyh Chen, Shu-Jiun 

Chen, Hsi-Yuan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太平洋鄰里協會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317-3-3 

(PDF)  

Peter bear plus. book 6/黃淑芬總編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智網文教, 

11011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605-48-3 (平裝)  

Post-apocalyptic era: the king of 

kings/author Disciple of the Creation 

Fa .-- 臺北市 : 微塵國際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92-4-0 (PDF)  

Python 自學聖經: 從程式素人到開發

強者的技術與實戰大全/鄧文淵總監

製;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4-008-7 (PDF)  

*Python 網路爬蟲: 大數據擷取、清

洗、儲存與分析 王者歸來/洪錦魁

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6-49-2 (PDF)  

Real English for hotel staff(寂天雲隨身

聽 APP 版)/Michael A. Putlack 著 .-- [初

版 二 刷 ] .-- 臺 北 市  : 寂 天 文 化 , 

11010 .-- 1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0-080-3 (菊 8K 平裝)  

*Rebuilding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/by 

Andrew Stoeckel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亞太商工總會, 11009 .-- 98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5-0-0 (平裝)  

Rebuilding the world trading 

system/[author] Andrew Stoeckel .-- 1st 

ed. .-- 臺北市 : 亞太商工總會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5-1-7 

(PDF)  

Reflection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

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global and 

diversified world/edited by 中華民國英

語文教師學會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

鶴, 11011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47-963-7 (平裝) NT$10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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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1-6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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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1-7-3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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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wan: a history of agonies/by ONG 

Iok-tek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

11101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6-11-8 (精裝)  

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

systematic innovation : program 

brochure/editors The Society of 

Systematic Innovation, International 

Journal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.-- 新竹

市 :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, 11010 .-- 

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16-

7-6 (平裝)  

The compositional approach of Paul 

SanGregory as revealed in his music= 桑

磊栢的作品創作理念與手法)/by Paul 

SanGregory(桑磊栢)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高雄復文, 11010 .-- 12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6-245-4 (平裝) 

NT$300  

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/story Yu-Fen 

Yang; picture Hwey Shian Khor .-- 1st 

ed. .-- 雲林縣 : 芬妮英語教室, 11101 .-

- 26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571-2-0 (精裝) NT$350  

Unit Girls 擬人化單位事典/星田直彥

作; 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
葉社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51-8 (PDF)  

Unit Girls 擬人化單位事典/星田直彥

作; 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
葉社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58-7 (EPUB)  

Vocabulary 10000/劉毅編著 .-- 四版 .-

- 新北市 : 學習, 11101 .-- 36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1-466-1 (平裝) 

NT$280  

Vocabulary 22000/劉毅編著 .-- 四版 .-

- 新北市 : 學習, 11101 .-- 37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1-467-8 (平裝) 

NT$280  

Vocabulary 5000/劉毅主編 .-- 四版 .-- 

新北市 : 學習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1-465-4 (平裝) 

NT$280  

Vocabulary fundamental/劉毅編著  .-- 

四版 .-- 新北市 : 學習, 11101 .-- 29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1-468-

5 (平裝) NT$280  

WebSecurity 網站滲透測試: Burp Suite

完全學習指南/高于凱(Kai, HackerCat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30-2 (PDF)  

WebSecurity 網站滲透測試: Burp Suite

完全學習指南/高于凱(Kai, HackerCat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40-1 (EPUB)  

Wei jia/ .-- 臺北市 : 谷公館當代藝術, 

11012 .-- 125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8424-7-2 (精裝)  

Word 365 全方位排版實務: 紙本書與

電子書製作一次搞定/榮欽科技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31-9 

(PDF)  

Word 365 全方位排版實務: 紙本書與

電子書製作一次搞定/榮欽科技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41-8 

(EPUB)  

Word 時短術: 用 5 分鐘搞定一天的

文書工作/鈴木眞里子著; 許郁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09-4 

(PDF)  

「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

研發與應用」研討會專刊 /鄭櫻慧 , 

林筑蘋, 林玫珠, 黃巧雯, 蔡志濃, 謝

廷芳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植物保

護學會, 11010 .-- 11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5610-2-0 (平裝)  

「數位設計與行銷」學術研討會論

文集. 2021/黃國珍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

臺北商業大學創新經營學院, 11010 .-

- 2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454-8-9 (平裝)  

一九八四: 反烏托邦三部曲(獨家有

聲劇版)/喬治.歐威爾(George Orwell)

原著; 黃唯哲編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漫遊者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489-533-5 (EPUB) 

NT$199  

一山三虎: 爭執不休的東亞手足,日

本、韓國、中國和台灣 /麥克 .布斯

(Michael Booth)著 ; 李佳純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2-7-5 (PDF)  

一山三虎: 爭執不休的東亞手足,日

本、韓國、中國和台灣 /麥克 .布斯

(Michael Booth)著 ; 李佳純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2-8-2 (EPUB)  

一日一頁醫學知識: 每天 5 分鐘,365

堂一看就懂的必修健康課/大衛.季德

(David S. Kidder), 諾 亞 . 奧 本 海 姆

(Noah D. Oppenheim), 布 魯 斯 . 楊 恩

(Bruce K. Young)作; 王惟芬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72-3 (EPUB)  

一次就上!把國家考試當專案管理: 

正確準備!高普特考、國營企業求才

到各種考試,做對你該做的事就能完

成夢想!/黃耕津作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

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56-3-0 (EPUB)  

一行禪師講<<心經>>: 到達彼岸的

智慧/一行禪師(Thich Nhat Hanh)著; 

士嚴法師, 江涵芠, 張秀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0-9-9 

(PDF)  

一次讀完十大經典成功法則: 千金難

買早知道,早知道早成功/張鐵成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82-7 (EPUB) 

NT$188  

一個人住第 5 年/高木直子著; 洪俞君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696-3 

(EPUB)  

一個女子的朝聖之路,西班牙徒步壯

遊攻略/陳洛蓁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墨刻, 11010 .-- 約 64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56-3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150  

二 0 二一年辛丑夏秋大疫大教育/釋

證嚴講述; 釋德[]編撰 .-- 臺北市 : 慈

濟人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1-3-8 (EPUB) NT$360  

人不要臉,天下無敵!你不知道的歷史

故事 X 你該知道的厚黑規則/李祐元, 

長貴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08-4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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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881-0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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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枷鎖. 上冊: 毛姆百年經典/毛姆

作; 林步昇譯; 吳文揚朗讀 .-- 臺北市 : 

麥田, 11010 .-- 約 780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0-118-0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 

*人性枷鎖. 下冊: 毛姆百年經典/毛

姆作; 林步昇譯; 吳文揚朗讀 .-- 臺北

市 : 麥田, 11010 .-- 約 78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19-7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 

*人間淨土與田園城市/如常法師, 楊

威合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457-599-2 (PDF)  

人際關係心理學/浮谷秀一監修; 劉

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0-352-5 (PDF)  

人際關係心理學/浮谷秀一監修; 劉

姍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0-359-4 (EPUB)  

大人的畫畫課. 2, 速寫自由自在/B6

速寫男(Mars Huang)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悅知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46-7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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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82-7 (EPUB)  

小王子/安東尼.聖修伯里作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好人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05-7-6 (PDF)  

小王子/安東尼.聖修伯里作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好人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05-8-3 (EPUB)  

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/四明山大方

廣無生居士胡幽貞刊纂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乘定香精舍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1-4-8 (PDF)  

千年美人/孟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15-6 (PDF)  

千年美人/孟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17-0 (EPUB)  

山地話/珊蒂化/馬翊航作; 曾紫庭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0 .-- 約 350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08-6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于成龍: 四十五歲從縣官到兩江總督,

大清第一廉吏于半鴨/王振川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06-0 

(EPUB)  

大老闆思考 讓企業快速成長的 12 種

競爭力模式: 老闆的能力有多強,企

業的前景就有多寬廣/陳立隆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09-1 

(EPUB)  

上吧!玩攀全攻略: 從攀登基礎技術

到進階完攀策略,最新野外攀岩全指

南/易思婷(小 Po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田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0-133-3 (EPUB)  

三角喂!: 青年力學堂地方刊. NO.1/林

琬涵(阿蕉)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臺中市三角社區發展協會, 11010 .-- 

4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2-

0-7 (平裝)  

大武山麓的傳說/華加志著 .-- 初版 .-

- 屏東縣 : 華加志, 11010 .-- 244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39-5 (平裝) 

NT$300  

女孩、女人、其他人: 12 位非裔女性

的掙扎、痛苦、歡笑、渴望與愛/柏

娜汀.埃瓦里斯托(Bernardine Evaristo)

著; 謝靜雯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

商務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5-3374-3 (EPUB) NT$392  

小故事有意思: 一切意外皆是插曲/

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68-1 (EPUB) NT$128  

大秦考: 破譯中國歷史的秦始皇、兵

馬俑與咸陽城/許衛紅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68-5 (PDF)  

大秦考: 破譯中國歷史的秦始皇、兵

馬俑與咸陽城/許衛紅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72-2 (EPUB)  

大家來學韓國人天天都要用的韓語

單字/金敏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

信企管顧問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95103-2-0 (PDF)  

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與不動產開發/李

家儂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 : 五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18-7 (PDF)  

山嵐之鐘/鍾秉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17-2 (PDF)  

大提琴樂理課. 2/陳加容編著 .-- 新北

市 : 知音音樂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15-2-6 (平裝)  

大腦喜歡這樣學(強效教學版)/芭芭

拉.歐克莉(Barbara Oakley), 貝絲.羅戈

沃斯基(Beth Rogowsky), 泰倫斯.索諾

斯基(Terrence Joseph Sejnowski)作; 王

心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66-0 (PDF)  

大腦喜歡這樣學(強效教學版)/芭芭

拉.歐克莉(Barbara Oakley), 貝絲.羅戈

沃斯基(Beth Rogowsky), 泰倫斯.索諾

斯基(Terrence Joseph Sejnowski)作; 王

心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67-7 (EPUB)  

大學國文選: 科技與人文: 理工、民

生: 理解與表達 /孫永忠主編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289-0 (PDF)  

小雞卡巴拉/隆.麥羅.杜奎特作; 邱俊

銘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72-3 (PDF)  

小雞卡巴拉/隆.麥羅.杜奎特作; 邱俊

銘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73-0 (EPUB)  

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/陳羅甫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九天出版社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7-0-7 (PDF) NT$99  

勾引大腦: 沉浸式的故事力,讓任何

人為你的說法買單/麗莎.克隆著; 実

瑠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遠流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53-8 (EPUB)  

*云水悠悠/白云老禅师著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千佛山白雲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9-7-0 (PDF) 

NT$150  

內心暴雨的乖孩子,以為不用操心的

大人: 諮商室裡的 16 個真實故事,療

癒青少年的煩惱與傷痕,重建身心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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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與快樂/孫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寶國際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284-2 (EPUB)  

日本 Logo 設計教科書/植田阿希著; 

賴庭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80-8-4 (EPUB)  

日本文化講義/許錦華編篡 .-- 初版 .-

- 苗栗縣 : 許錦華, 11011 .-- 25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87-6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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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5-106-5 (EPUB)  

不失智的 29 個好習慣!/鎌田實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5-6-5 

(PDF)  

毋甘願的年代: 行過台灣的苦難佮祝

福/黃昭輝口述; 鄭雅怡撰稿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長青, 11010 .-- 48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4401-8-0 (平

裝) NT$500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10, 現代史. II: 柏

林圍牆的倒塌/管家琪作.朗讀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約

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

11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9, 現代史. I: 兩

次世界大戰/管家琪作.朗讀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1 .-- 約 6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10-3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不知為何,我就是覺得會爆紅!韓劇王

牌編導拆解 20 年經典神劇的爆紅公

式/孫正鉉(손정현)作; 尹嘉玄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09-3 

(PDF)  

不知為何,我就是覺得會爆紅!韓劇王

牌編導拆解 20 年經典神劇的爆紅公

式/孫正鉉(손정현)作; 尹嘉玄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10-9 

(EPUB)  

天使靈氣在人間/周清華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67-4 (EPUB)  

中美爭鋒: 誰將左右世界領導權/董

尼德(Pierre-antoine Donnet)著; 洪祖玲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24-8 (PDF)  

中美爭鋒: 誰將左右世界領導權/董

尼德(Pierre-antoine Donnet)著; 洪祖玲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28-6 (EPUB)  

*不是問題太難,是你的思考工具不

夠用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

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69-8 (EPUB) NT$188  

天律聖典大全譯註/吳剛毅(彌雅)編

著 .-- 1 版 .-- 基隆市 : 吳剛毅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41-8 

(PDF)  

比特幣投資金律: 加密貨幣入門詳解

與進階獲利法/黃文逸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一心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72-5-7 (EPUB)  

*中國七政四餘星圖析義/吳師青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23-6 (PDF)  

中國故事/閻連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田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0-131-9 (EPUB)  

反斬首時分/牧雲著 .-- 高雄市 : 桂瑞

華, 11010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38-8 (平裝) NT$300  

中國保險法視維之保險法新動向問

題研究/潘紅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元照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11-632-3 (PDF)  

中國新外交: 台日韓三方比較視野/

蔡東杰等著; 青山瑠妙, 蔡東杰, 韓碩

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五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12-5 (PDF)  

*日常養生食物/吳家鏡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28-1 (PDF)  

中華心理學刊六十週年: 創新與超越

/姜定宇, 李思賢, 姜忠信, 趙軒甫, 林

佳樺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46-0 (PDF)  

王陽明: 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哲

學家/張君勱著; 江日新譯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433-0 (EPUB)  

水滸中的社會與人生/劉烈茂著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如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06-60-5 

(EPUB)  

不需要菜刀和切菜板的一個人美食

/Akarispmt's Kitchen 作; 黃怡菁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0-8-5 (PDF)  

不需要菜刀和切菜板的一個人美食

/Akarispmt's Kitchen 作; 黃怡菁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49-0-6 (EPUB)  

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: 政治心理與文

化基因的新闡釋/宋永毅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6059-7 (PDF)  

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: 政治心理與文

化基因的新闡釋/宋永毅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6064-1 (EPUB)  

升學導航<<111 繁星推薦>>/林建廷
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技教育, 

11010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3831-8-9 (平裝) NT$699  

手 機 應 用 程 式 設 計 超 簡 單 : App 

Inventor 2 零基礎入門班(中文介面第

五版)/鄧文淵總監製; 文淵閣工作室

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4-010-0 (PDF)  

不講武德!Minecraft 最強指令破格使

用法/GOLDEN AXE 作; 盧品霖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25-9 (PDF)  

不講武德!Minecraft 最強指令破格使

用法/GOLDEN AXE 作; 盧品霖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245-7 (EPUB)  

中醫對症調理居家養生寶典: 藥膳食

療 X 外治秘方 X 穴道按摩,羅明宇博

士的 30 年醫案筆記&日常保健療法/

羅明宇作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3-3-4 

(EPUB)  

心靈自救手冊/蘇菲.莫特(Dr. Sophie 

Mort)著; 黃庭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商業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9-87-2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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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靈自救手冊/蘇菲.莫特(Dr. Sophie 

Mort)著; 黃庭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商業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9-88-9 (EPUB)  

可。已愛: 林可 LINK 純愛寫真/林可

LINK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曖維多

媒體廣告行銷, 11012 .-- 15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76-3-3 (平裝) 

NT$550  

另 一 世 界 的 傳 言 / 楊 腓 力 (Philip 

Yancey)著; 徐成德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

書房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98-894-8 (EPUB)  

四十天禱告手冊: 只要你願意,在任

何時候任何地方就開始你的禱告都

不嫌晚!/黃以諾著 .-- 四版 .-- 桃園市 : 

耶斯列國際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99784-6-0 (EPUB)  

*四十天禱告手冊: 只要你願意,在任

何時候任何地方就開始你的禱告都

不嫌晚！/黃以諾著 .-- 四版 .-- 桃園

市 : 耶斯列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784-5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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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91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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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90-2 (EPUB)  

生之奧義/巴諦斯特.莫席左(Baptiste 

Morizot)著; 林佑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衛城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2-06-8 (PDF)  

生之奧義/巴諦斯特.莫席左(Baptiste 

Morizot)著; 林佑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衛城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2-07-5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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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33-0 

(EPUB)  

末世悲歌紅樓夢/曾揚華著 .-- 初版 .-

- 新竹縣 : 如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6-59-9 (EPUB)  

目光: 翻開黑暗,是希望與愛,從醫師

到病人,關於人性與生命的治癒處方

箋/陶勇, 李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寶國際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281-1 (EPUB)  

左耳= Left ear/Ann Chou 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飛柏創意, 11011 .-- 48 面; 
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3-3-

7 (精裝) NT$450  

另我效應: 用你的祕密人格,達到最

高成就 /陶德.赫曼(Todd Herman)著; 

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99-6 (PDF)  

另我效應: 用你的祕密人格,達到最

高成就 /陶德.赫曼(Todd Herman)著; 

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00-9 (EPUB)  

民法.物權/莊勝榮著 .-- 5 版 .-- 臺北

市 : 書泉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1-247-8 (PDF)  

*出事先別怪孩子,可能問題在父母: 

打罵教育、放牛吃草、溫室花朵,你

是養出蛋殼孩子的問題家長嗎?/方

佳蓉, 肖光畔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889-6 (EPUB)  

生命的活水/郭華冠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竹縣 : CAN 國度音樂事奉中心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572-1-8 (PDF)  

未 來 的 城 市 是 怎 樣 的 ?/Andrey 

Konstantinov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笛

藤, 11010 .-- 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10-835-7 (精裝) NT$320  

生命的旅途/賽珍珠原作; 石瑾謙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10 .-

- 約 18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5-46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  

司法社會工作/戴世玫, 陳至心, 王青

琬, 莊謹鳳, 霜毅柔, 黃心怡, 陳怡青, 

陳玟如, 李明鴻, 蔡杰伶, 張玉龍合
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38-6 

(EPUB)  

幼兒教保概論/王建雅, 李興寧, 宣崇

慧, 段慧瑩, 洪福財, 胡玉玲, 孫良誠, 

徐千惠, 涂妙如, 高博銓, 溫明麗, 葉

郁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心理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4-41-5 (PDF)  

幼兒教保概論/王建雅, 李興寧, 宣崇

慧, 段慧瑩, 洪福財, 胡玉玲, 孫良誠, 

徐千惠, 涂妙如, 高博銓, 溫明麗, 葉

郁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心理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4-42-2 (EPUB)  

生命勝任力: 東方心教練向內修練、

對外展現的 10 大基本功/阮橞習(Eva)

作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50-8 (EPUB)  

生活中的東西都可以寫成化學式/山

口悟著; 洪文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快樂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97-9-8 (PDF)  

生活中的東西都可以寫成化學式/山

口悟著; 洪文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快樂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7-1-2 (EPUB)  

台南天宮飛耀一甲子: 天宮史誌/張

銀財主編 .-- 臺南市 : 台南市天宮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48-0-7 (精裝) NT$242  

台南天宮飛耀一甲子: 靈感籤詩/張

銀財, 黃源謀作 .-- 臺南市 : 台南市天

宮, 11012 .-- 14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48-1-4 (精裝) NT$352  

生活法律刑不刑/蘇銘翔著 .-- 八版 .-

- 臺北市 : 書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1-240-9 (PDF)  

世界第一好懂!營養素全書: 你一定

要知道的 3 大營養素 X13 種維生素

X15 種礦物質 X40 種機能性成分/牧

野直子監修; 蔣君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46-8 (EPUB)  

生活唯識/橫山紘一著; 瀨川淑子初

譯; 王芳監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

光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57-601-2 (EPUB)  

用幽默的話語,改變對方的心理/文彥

博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
版, 1101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794-1 (平裝) NT$380  

世界遺產精選. 一, 歐洲篇/墨刻編輯

部作; 周治平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墨刻, 11010 .-- 約 207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9-658-7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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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遺產精選. 二, 亞洲篇/墨刻編輯

部作; 周治平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墨刻, 11010 .-- 約 177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9-659-4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40  

世界遺產精選. 三, 非洲篇/墨刻編輯

部作; 周治平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墨刻, 11010 .-- 約 111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9-660-0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150  

世界遺產精選. 四, 美洲及大洋洲篇/

墨刻編輯部作; 周治平朗讀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10 .-- 約 136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61-7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NT$180  

打造 50 歲後的蔬療養生力: 這樣吃

素,健腦益智 X 抗病慢老 X 增肌保骨

/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高齡整合照護科

及營養師醫療團隊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75-9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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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72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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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4-073-8 

(EPUB)  

用黃金公式找到隱藏版潛力股: 自組

投資組合年賺 19.9%,價值+獲利+慣

性 3 指標,在最小的波動下得到最大

效益/葉怡成, 林昌燿作 .-- 新北市 : 

財經傳訊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56-2-3 (EPUB)  

生意厚黑經: 做人處世的成功經典全

集/史晟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87-7-7 (PDF) NT$280  

幼稚園手工訓練與實踐/張源, 劉慶

月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884-1 (EPUB)  

可傳遞信息. 11, 喜樂的奉獻/白立德

(Bill Bright)著; [台灣學園傳道會譯] .-

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

版部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19-6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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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005-9 (EPUB)  

永遠在這裡/麵包樹圖.文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71-1 (EPUB)  

失樂少女: 一位娼妓倖存者告白/喵

妹(顧紫安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597-5 (PDF)  

失樂少女: 一位娼妓倖存者告白/喵

妹(顧紫安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03-3 (EPUB)  

只緣身在此山中/簡媜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87-491-1 

(EPUB) NT$224  

出 賣 我 們 的 都 是 小 細 節 / 浦 孟 涵

(Shannon Pu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悅

知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46-6-1 (PDF)  

*四樓的天堂: 原創劇本/影像紀實/陳

芯宜, 樓一安劇本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4-987-8 (EPUB)  

用寬容的心情,處理惱人的事情/黎亦

薰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
版, 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799-6 (平裝) NT$380  

半線書風: 彰化縣書法學會辛丑會員

聯展專輯/鄭禮勳總編輯 .-- 彰化縣 : 

彰縣書法學會, 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95-0-6 (平裝) 

NT$5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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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883-4 (EPUB)  

正韓小菜: 五星韓廚的道地韓國小菜!

從開胃泡菜到麻藥雞蛋,65 道零失敗

偷飯料理/孫榮(KaiSon)著 .-- 新北市 : 

臺灣廣廈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30-513-4 (EPUB)  

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

指引. 2021/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

彙編 .-- 臺北市 : 骨質疏鬆症學會, 

11010 .-- 6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8615-6-5 (平裝)  

台灣百大公益慈善英雄人物/華品影

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影視傳

媒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17-1-5 (EPUB)  

台灣百大公益慈善英雄人物/華品影

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影視傳

媒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17-2-2 (PDF)  

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21/華品文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
行銷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330-9-2 (PDF)  

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21/華品文化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
行銷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05-0-2 (EPUB)  

台 灣 投 資 指 南 /EY Taiwan Japanese 

business service 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, 11010 .-

- 33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5053-5-3 (平裝)  

台灣到布里斯本/RUKA 作 .-- 初版 .-

- 彰化縣  : RUKA 寫真 出 版中心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30-1-0 (PDF)  

台灣前 50 大企業. 2021/中華信用評

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信用評等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01-1-1 (PDF) 

NT$1500  

台灣獨曆. 2022: 台灣歷史上的今天

/Mock Mayson 主編.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前衛, 11011 .-- 74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801-989-8 ( 平 裝 ) 

NT$840  

老人與海/歐內斯特.海明威作; 李英

立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

- 約 1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620-0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57-13-9621-7 (線

上有聲書(MP3)) NT$350  

寺子屋日語文法集錦/唐兆陽, 井上

京子作 .-- 新北市 : 新點印刷設計, 

11009 .-- 19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4368-3-0 (平裝) NT$300  

江戶的一年: 日本庶民文化的起點,

充滿活力、娛樂與節慶的精彩日常/

小和田哲男監修; 邱香凝譯 .-- 初版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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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4-10-0 (EPUB)  

曲水流雲/金慶雲作 .-- 臺北市 : 聯合

文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23-420-3 (PDF)  

名中醫的兒科診療法: 經絡推拿與食

養調理/孫茂峰, 王宏銘, 張絜閔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11-1 

(PDF)  

名中醫的兒科診療法: 經絡推拿與食

養調理/孫茂峰, 王宏銘, 張絜閔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13-5 

(EPUB)  

成功心態: 改變心態,造就不一樣的

人生/萊恩.高佛森(Ryan Gottfredson)

著; 孔令新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47-9 (PDF)  

成功心態: 改變心態,造就不一樣的

人生/萊恩.高佛森(Ryan Gottfredson)

著; 孔令新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48-6 (EPUB)  

自由之鑰/Elizabeth Yueh(贖君)作 .-- 

臺中市 : 岳淑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15-9 (PDF)  

成功的領導與銷售術: 不再等待指示、

什麼都能賣光光/鄭潔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95153-0-1 (全套:

平裝) NT$620  

*自由攝影師的生財之道大公開/Rob 

Sylvan 著; 胡為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碁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2-979-1 (PDF)  

百年大疫,照護彼此: <<醫學的張力

>> X <<照護的邏輯>>/黃秀如總編

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354-2-

2 (全套:平裝) NT$830  

安西大醮: 五條港安西府庚子年金籙

太上覃恩祈安護國七朝清醮/黃偉強, 

吳宏毅, 洪長成, 周志明, 楊秀娟, 劉

普雄, 吳秉修合著; 楊秀娟主編 .-- 雲

林縣 : 五條港安西府管委會, 11012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88365-5-6 (全套:

精裝)  

百年吟詠 如詩如歌: 導讀手冊(中日

對照)= 百年を詠い.詩の如し歌の如

し/江美玲編撰 .-- 臺中市 : 修平科大

博雅學院, 11011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753-4-6 (平裝)  

好好活著是一種本事: 非懂不可的 99

招正能量召喚術/花火蝶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8-70-4 (EPUB) 

NT$188  

老年經濟安全與理財規劃 /賀冠群 , 

廖勇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鑫富樂

文教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852-4-9 (PDF) NT$385  

危局: 攸關自己與下一代的 4 大政經

危機,我們選擇戰鬥或逃避?/布萊爾.

謝帕德(Blair H. Sheppard)著; 吳書榆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99-9 (PDF)  

危局: 攸關自己與下一代的 4 大政經

危機,我們選擇戰鬥或逃避?/布萊爾.

謝帕德(Blair H. Sheppard)著; 吳書榆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04-0 (EPUB)  

*吃佛: 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

與 求 生 / 芭 芭 拉 . 德 米 克 (Barbara 

Demick)作; 郭靜樺朗讀 .-- 臺北市 : 

麥田, 11010 .-- 約 360 分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0-120-3 (線上有聲

書(MP3))  

*自我肯定感,父母給孩子最棒的禮

物: 0-12 歲心智&大腦發展養成法,用

愛灌溉孩子一生所需的素養/古莊純

一著; 李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70-7 (PDF)  

*自我肯定感,父母給孩子最棒的禮

物: 0-12 歲心智&大腦發展養成法,用

愛灌溉孩子一生所需的素養/古莊純

一著; 李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76-9 (EPUB)  

有你的夏天: 黃氏兄弟寫真書. II/黃

氏兄弟作; 藍陳福堂攝影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980-9 (EPUB)  

在你的眼裡看見自己/白瑜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48-4 (PDF)  

在你的眼裡看見自己/白瑜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653-8 

(EPUB)  

如何看懂一支股票的題材&故事(復

刻版): 讓他在 10 年內,從 20 萬變 8 億

/片山晃, 小松原周著; 易起宇譯 .-- 

[再版]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55-1 

(PDF)  

如何設計好網站之 UX 與美學基礎

/Tracy Osborn 著; 吳國慶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11-7 (PDF)  

如何開發孩子的閱讀潛力/周育如作.

朗讀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

11010 .-- 約 9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5-111-9 (2CD:有聲書光碟片 ) 

NT$350  

如果人生無法避免卡關,你能做的就

是迅速滿血復活再奮戰/花火蝶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71-1 (EPUB) 

NT$188  

刑法大數據判決解讀/柚律師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010 .-- 66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2-1-

1 (平裝) NT$650  

她的全球史: 一位跨越邊界的女性,

伊莉莎白.馬許與她的十八世紀人生/

琳達 .柯利 (Linda Colley)著 ; 馮奕達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2-09-9 

(PDF)  

她的全球史: 一位跨越邊界的女性,

伊莉莎白.馬許與她的十八世紀人生/

琳達 .柯利 (Linda Colley)著 ; 馮奕達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2-11-2 

(EPUB)  

老爸的笑聲(經典收藏文庫本)/卡洛

斯 .卜婁杉作; 陳夏民譯; 郭時棣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0 .-- 約 400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10-9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/張麗卿著 .-- 

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36-1 (PDF)  

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/林朝雲 , 

陳宏益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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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37-8 (PDF)  

交易聖經/布倫特.潘富(Brent Penfold)

著; 羅耀宗, 李靜怡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0741-72-8 (全套:平裝) NT$123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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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56-9 (EPUB)  

*成為 21 世紀的專業父母/劉艾青

著  .-- 新竹縣  : 家百濃教育諮詢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54-1-1 (EPUB)  

死後四十種生活/大衛.伊葛門(David 

Eagleman)著; 郭寶蓮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7-62-8 (EPUB)  

成為世界相信的力量/吳錦勳, 錢麗

安, 吳秀樺, 郭瓊俐, 傅瑋瓊, 邵冰如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57-8 (PDF) NT$338  

成為世界相信的力量/吳錦勳, 錢麗

安, 吳秀樺, 郭瓊俐, 傅瑋瓊, 邵冰如
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58-5 (EPUB) NT$338  

有春的日子/劉冠吟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有鹿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23-9-7 (EPUB)  

守紀律,投資理財賺 10 倍: 投資不難,

能賺到錢才難!/蔣勤興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易富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171-5 (PDF)  

守紀律,投資理財賺 10 倍: 投資不難,

能賺到錢才難!/蔣勤興著 .-- 臺北市 : 

易富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7-172-2 (EPUB)  

全家踏青賞花: 繽紛春、秋花季上山

健行去/曹沛雯, 曹憶雯, 黃佳琳, 陳佑

瑄, 黃貴琳文字記者; 蔡孝如, 楊育禎, 

張書豪攝影記者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宏碩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49-191-0 (PDF) NT$49  

收納櫃設計完全解剖書 (暢銷更新

版): 好用的櫃子就是要這樣設計!從

機能、動線、尺寸和材質開始,讓家

住得更舒適!收納從此沒煩惱!/漂亮

家居編輯部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浩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08-757-0 (EPUB)  

色彩心理學: 活用色彩知識,並使用

色彩隱藏的力量 /Pawpaw Production

著; 魏俊崎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

星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0-018-0 (EPUB)  

自帶幸福的體質: 心理諮商師的 72

場知心對話,養成情緒自處、情感自

主的快樂體質/青音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6-265-1 (EPUB)  

全國商學暨觀光餐旅研討會論文摘

要集 . 第 16 屆= The 16th Business, 

Tourism and Hospitality Conference/健

行科技大學民生與設計學院編輯 .-- 

桃園市 : 健行科大民生與設計學院, 

11010 .-- 45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212-78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全球最大購物網站 eBay/吳德偉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7-8-4 (PDF) 

NT$280  

*地理陽宅實策/和生堂編著 .-- 新竹

市 : 竹風彩印, 11010 .-- 9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2641-5-0 (精裝) 

NT$2000  

羊道: 前山夏牧場/李娟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東美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53-4-4 (PDF)  

好感力: 讓人自然而然喜歡你的超能

力/拉斯-約翰.艾格(Lars-Johan Åge)著; 

蕭寶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49-1 (EPUB)  

在路上/阿力金吉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7-61-1 (EPUB)  

共感對話: 1 分鐘讓人喜歡的對話術/

永松茂久作; 陳令嫻譯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86-6 (EPUB)  

光榮世代: 圓桌勝士外傳(電視、電

影、舞台劇本)/岳淑君作 .-- 臺中市 : 

岳淑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14-2 (PDF)  

回嘉故事田,農業心未來: 教師社群

教學軌跡紀錄、跨領域 X 敘事力 X

食農議題/王佩瑜, 王莉雰, 江一蘆, 林

和君, 林綾依, 周盈秀, 郭珮蓉, 徐亦

萱, 許育嘉, 張素菁, 連經憶, 莊閔惇, 

陳美智, 陳政彥, 陳瑞祥, 曾金承, 葉

虹伶, 蔡文錫, 蔡湯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15-6 (PDF)  

行銷人員的 AI 百寶盒/黃義軒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26-5 

(PDF)  

行銷人員的 AI 百寶盒/黃義軒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42-5 

(EPUB)  

早稻田商業模式大全/根来龍之, 富

樫佳織, 足代訓史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86-5 

(PDF)  

早稻田商業模式大全/根来龍之, 富

樫佳織, 足代訓史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89-6 

(EPUB)  

有趣到睡不著的輕科普(妙趣版)/左

卷健男, 長谷川英祐, 稻垣榮洋, 縣秀

彥著; [陳朕疆, 李沛栩, 游韻馨, 鄭曉

蘭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57-0-5 (PDF)  

有趣到睡不著的輕科普(妙趣版)/左

卷健男, 長谷川英祐, 稻垣榮洋, 縣秀

彥作; [陳朕疆, 李沛栩, 游韻馨, 鄭曉

蘭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57-2-9 (EPUB)  

有趣到睡不著的輕科普(妙趣版)(自

然、化學、生物、植物、天文、地

科)/左卷健男, 長谷川英祐, 稻垣榮洋, 

縣秀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

化 , 11011 .-- 冊  .-- ISBN 978-626-

95197-7-4 (全套:平裝) NT$2160  

吃顆桃子: 廚界異類的料理哲學與人

生獨白/張錫鎬(David Chang)作; 鄭煥

昇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啟 明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10-0-5 (EPUB)  

西藏: 復國 VS 亡國/安樂業著 .-- 臺北

市 :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329-3-3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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朴贊郁的蒙太奇手記/朴贊郁(박찬욱)

著; 胡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54-5 (PDF)  

朴贊郁的蒙太奇手記/朴贊郁(박찬욱)

著; 胡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56-9 (EPUB)  

肉體學校/三島由紀夫著; 吳季倫譯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73-5 (PDF)  

肉體學校/三島由紀夫著; 吳季倫譯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41-74-2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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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著; 簡瑋君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74-5-9 

(EPUB)  

每一天的靜心之書: 365 則心靈智語,

喚醒自癒的無限潛能 /沃西 .史托克

(Worthy Stokes)著 ; 蘇楓雅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07-1 (PDF)  

*每一次因果,都是人生最好的練習/

詹姆斯.艾倫(James Allen)著; 蕭寶森

譯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96-44-9 

(EPUB)  

作文自學晶鑽/岳淑君(淑軍)作 .-- 臺

中市 : 岳淑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16-6 (PDF)  

育仁校刊. 第 41 期/賴鴒錚主編 .-- 臺

中市 : 中市育仁國小, 11010 .-- 22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461-5-3 (平

裝)  

我不想當媽媽: 18 位頂客族女性的煩

惱、幸福與人際關係/崔至恩著; 梁

如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14-9 (PDF)  

我不想當媽媽: 18 位頂客族女性的煩

惱、幸福與人際關係/崔至恩(최지은)

著; 梁如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16-3 (EPUB)  

我用 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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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64-54-4 (PDF)  

走出貧困陷阱: 微型金融如何翻轉貧

窮?3 個國家、250 個底層家庭日記揭

示的解答與希望/戴芮.柯林斯(Daryl 

Collins), 強 納 森 . 梅 鐸 (Jonathan 

Morduch), 斯 圖 亞 特 . 盧 瑟 福 (Stuart 

Rutherford), 奧蘭妲 .魯 斯芬 (Orlanda 

Ruthven)作; 許恬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63-4 (PDF)  

走出貧困陷阱: 微型金融如何翻轉貧

窮?3 個國家、250 個底層家庭日記揭

示的解答與希望/戴芮.柯林斯(Daryl 

Collins), 強 納 森 . 梅 鐸 (Jonathan 

Morduch), 斯 圖 亞 特 . 盧 瑟 福 (Stuart 

Rutherford), 奧蘭妲 .魯 斯芬 (Orlanda 

Ruthven)作; 許恬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8-6068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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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737-8-4 

(EPUB)  

你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了嗎?. Vol.1: 

在愛裡流浪/閃亮亮(Iris)作; Lance, 黃

超銘攝影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好亮

世界股份有限公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8-0-5 (EPUB)  

杜甫: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/洪業著; 曾

祥波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聯經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70-2 (PDF)  

杜甫: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/洪業著; 曾

祥波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聯經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76-4 (EPUB)  

我把什麼都告訴你,除了喜歡你/知寒

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658-691-0 

(EPUB)  

貝佐斯新傳: 無極限!巔峰中再創新

局的亞馬遜帝國 /布萊德.史東(Brad 

Stone)著; 洪慧芳, 李芳齡, 李斯毅譯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72-1 (PDF)  

貝佐斯新傳: 無極限!巔峰中再創新

局的亞馬遜帝國 /布萊德.史東(Brad 

Stone)著; 洪慧芳, 李芳齡, 李斯毅譯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73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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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14-7-2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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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14-9-6 (EPUB)  

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/劉宸

君作; 黎家秀朗讀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

版, 11010 .-- 約 28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42-0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450 .-- ISBN 978-626-95242-1-1 (線

上有聲書(WAV)) NT$450  

防 空 洞 , 是 心 的 祕 密 基 地 / 詹 詠 晴

(Angela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70-4 (EPUB)  

克服倦怠和低潮的 86 個心靈紓壓祕

方/西多昌規作; 洪薇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53-2 (PDF)  

克服倦怠和低潮的 86 個心靈紓壓祕

方/西多昌規作; 洪薇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60-0 (EPUB)  

那些閃電指向你/林婉瑜作.朗讀 .-- 

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0 .-- 約 10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09-3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我的第一本 iPad 手帳: 從製作到裝飾,

用 GoodNotes 與 Procreate 打造更適合

自己的專屬電子手帳 /Sharky(샤키), 

栗子(밤톨), DT GoodNote(DT 굿노트)

作; 黃苑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

寶國際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272-9 (PDF)  

我的第一本印尼語會話課本: 自學、

教學、旅遊、線上交流、洽商工作

皆實用的在地印尼語!/王麗蘭著 .-- 

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93-5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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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第一本圖解心理學: 知己知彼,

全盤皆勝/洪震宇(Ryan)作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我識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68-5-7 (PDF)  

我的第一本圖解心理學: 知己知彼,

全盤皆勝/洪震宇(Ryan)作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我識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68-6-4 (EPUB)  

我的黑手父親: 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

與生命/謝嘉心著 .-- 初版 .-- 台北市 : 

游擊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04-5-6 (EPUB)  

我的零成本存股術. 2: 獲利滾存股 養

出百萬搖錢樹/星風雪語(星大)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富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74-7-7 (EPUB)  

我的鄰居有陰陽眼: 廣播劇劇本書/

季堤, 小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陌

上商行, 11010 .-- 80 面; 1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207-5-7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950  

*快門瞬間 vs.影像永恆/Joe McNally

著; 若揚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80-7 (PDF)  

男孩不好意思問的事/沙嘯巖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大拓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11-149-7 (PDF)  

我 是 全 世 界 最 可 愛 的 貓 咪 / 谷 柑 , 

Poppy Li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

斯, 1101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56-3 (精裝) NT$420  

那美好的山腳回憶/蔡碧芬, 李貴美

撰文; 李貴美總編輯 .-- 再版 .-- 臺中

市  : 臺 中 市 山 腳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, 

11011 .-- 2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68-0-1 (精裝)  

你是我心中溫暖的光/福智文化編輯

室作 .-- 臺北市 : 福智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2-4-7 

(EPUB)  

投降的勇氣/湯米.赫爾斯頓著; 趙丕

慧 譯  .-- 二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大 田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9-705-2 (EPUB)  

免疫與疾病的科學: 慢性發炎預防訣

竅與新型治療方法/宮坂昌之, 定岡

惠著; 藍嘉楹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

晨星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0-013-5 (EPUB) NT$294  

我們: 反烏托邦三部曲(獨家有聲劇

版)/尤金.薩米爾欽(Yevgeny Zamyatin)

原著; 黃唯哲編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漫遊者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489-534-2 (EPUB)  

那時只剩下烏雲/蕭立雯文; 黃翊寧

圖 .-- 基隆市 : 蕭立雯, 11010 .-- 48 面; 

22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21-

0 (平裝) NT$320  

我們成了消耗品: 全球化海嘯中被吞

噬的中產階級/傑夫.魯賓(Jeff Rubin)

著; 聞翊均, 楊元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69-2 (PDF)  

我們成了消耗品: 全球化海嘯中被吞

噬的中產階級/傑夫.魯賓(Jeff Rubin)

著; 聞翊均, 楊元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70-8 (EPUB)  

災害來了怎麼辦?學校的防災教育祕

笈/王价巨, 單信瑜, 馬士元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14-9 (PDF)  

你缺的不是努力,而是變現的能力/臨

公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

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41-475-5 (EPUB) NT$256  

我們常常如是說= Vunavunay Kame 

Mata'ikmahina/李淑芬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市蕭壠社北頭洋發展協會, 11010 .-

- 48 面 ; 26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5193-2-8 (平裝) NT$450  

作家筆記/威廉.薩默塞特.毛姆著; 趙

文偉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品林數位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30-45-7 (EPUB)  

我國生技製藥產業之 AI 與大數據應

用之質化分析: 企業知識組合能力之

紮根理論分析/張錦俊, 劉玳縈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

心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19-311-8 (PDF)  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年

/李常受著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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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166-774-4 (第 1 冊:精裝) .-- 

ISBN 978-986-166-775-1 (第 2 冊:精

裝) .-- ISBN 978-986-166-776-8 (第 3 冊:
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166-777-5 (第 4
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166-778-2 

(全套:精裝)  

希望習近平看到此書: 兩岸困局有解,

定錨中華民國/黃年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49-3 (PDF)  

希望習近平看到此書: 兩岸困局有解,

定錨中華民國/黃年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5-350-9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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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471-318-9 (PDF)  

快速簡單.健康美味.好好吃早午餐元

氣料理,88 道以愛和營養調味的幸福

早午餐人氣提案/艾蘇美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春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43-56-3 (EPUB)  

我就欲來去/鄭順聰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前衛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6-09-5 (PDF)  

我就欲來去/鄭順聰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前衛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6-10-1 (EPUB)  

住進排毒健康的自然好宅: 做對格局、

採光、通風、隔熱、調濕 5 件事,預

防過敏&阻隔病毒過舒適生活/漂亮

家居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浩斯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08-754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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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86-5 (EPUB)  

別裝了,你就是這樣的人!/左逢源編
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

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9-798-9 (平裝) NT$3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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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8-048-2 

(EPUB)  

你會比昨天更堅強: 心理學家為你量

身打造的自信心練習題/芭芭拉.馬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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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, 西莉亞.安佩爾著; 林師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697-0 (EPUB)  

走路的科學: 間歇式健走教您正確有

效的走路,提高持久力、肌力、降三

高!/能勢博著; 高慧芳譯 .-- 第一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0-011-1 (EPUB) 

NT$266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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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885-8 (EPUB)  

見證乙未之役: 一八九五年臺灣社會

的實態/林呈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265-4 (PDF) NT$200  

狂飆的 18 鐵人: 台灣經典賽事與備

賽攻略/陳彥良, 王千由, 王心恬, 江晏

慶, 何航順, 李詹瑩, 林玉芳, 林金財, 

林澤浩, 范永奕, 段慧琳, 姚焱堯, 姚

黛瑋, 許元耕, 郭修森, 郭家齊, 黃柏

青, 楊志祥, 謝伯韶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墨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89-663-1 (EPUB)  

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: 讓你徹底消滅

"不好意思"的超級心理課/高朋著 .-- 

[修訂初版]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56-1-5 (EPUB)  

別讓體重決定妳的美: 波痞的微胖生

存學/波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3-802-6 (EPUB)  

*爸,你才不懂咧-陪孩子寫字/邵正宏

朗讀 .-- 臺北市 : 好好聽文創, 11011 .-

- 約 14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93-0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放下痛苦 ,你才能過得幸福 /蘇綺編
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

1101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9-796-5 (平裝) NT$380  

東方之盾: 地緣政治與科技產業的前

沿/黃欽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椽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275-1-2 (EPUB)  

周氏易經通解/陳素素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40-8 (PDF)  

*林文彬時論: 從虎尾看世界/林文彬

著  .-- 雲 林 縣  : 林 文 彬 ( 雲 林 縣 )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399-2 (EPUB)  

使用 AWS 在雲端建置 Linux 伺服器

的 20 堂課/山下光洋著; 陳亦苓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12-4 

(PDF)  

物外琦寚/退密齋主人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退密齋主人, 11011 .-- 25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32-6 (精

裝) NT$3200  

林仔街的教會: 員東路教會見證集/

員東路教會小會總編輯 .-- 彰化縣 : 

台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員 東 路 教 會 , 

11010 .-- 4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01-0-6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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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(차현나)著; 郭佳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74-8-0 (EPUB)  

怪老子教你打造超值 ETF 組合: 訂做

自己的資產翻倍計畫/怪老子著 .-- 一

版  .-- 臺 北 市  : Smart 智 富 文 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74-5-3 (EPUB)  

法式手作果醬的藝術: 從選擇、搭配

到調製,星級餐廳專屬果醬大師教你

以台灣水果創作出絕妙滋味/艾紀達.

戴伯悌(Ezilda Depardieu), 亨利.戴伯

悌(Henri Depardieu)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積木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9-367-5 (EPUB)  

奔向天國: 共赴天地之約/渲天愛作 .-

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天 愛 工 作 室 , 

11010 .-- 6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26-0-5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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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29-1 (PDF)  

呼吸巴黎: 典藏古美術讓法國成為日

常/魏聰洲, 蔡潔妮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左岸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54-0-8 (PDF)  

呼吸巴黎: 典藏古美術讓法國成為日

常/魏聰洲, 蔡潔妮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左岸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54-1-5 (EPUB)  

和服: 一部形塑與認同的日本現代史

/泰瑞 .五月 .米爾霍普 (Terry Satsuki 

Milhaupt)作; 黃可秀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8-121-8 (PDF)  

和服: 一部形塑與認同的日本現代史

/泰瑞 .五月 .米爾霍普 (Terry Satsuki 

Milhaupt)作; 黃可秀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8-122-5 (EPUB)  

岩波中國史. 1, 中華的成立/渡邊信

一郎著; 詹慕如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61-0 (PDF)  

岩波中國史. 1, 中華的成立/渡邊信

一郎著; 詹慕如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66-5 (EPUB)  

岩波中國史. 2, 江南的發展/丸橋充

拓著; 林琪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62-7 (PDF)  

岩波中國史. 2, 江南的發展/丸橋充

拓著; 林琪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67-2 (EPUB)  

岩波中國史. 3, 草原的稱霸/古松崇

志作; 黃耀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71-9 (PDF)  

岩波中國史. 3, 草原的稱霸/古松崇

志作; 黃耀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77-1 (EPUB)  

岩波中國史. 4, 陸海的交會/壇上寛

作; 郭婷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072-6 (PDF)  

岩波中國史. 4, 陸海的交會/壇上寛

作; 郭婷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078-8 (EPUB)  

岩波中國史. 5, 中國的形成/岡本隆

司作; 郭凡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73-3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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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波中國史. 5, 中國的形成/岡本隆

司作; 郭凡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79-5 (EPUB)  

妳的各種不適,都源自營養不良/佐藤

智春作; 劉愛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文經社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63-805-3 (PDF)  

阿芳的手做筆記: 70 道用料理過生活

的食物密碼/蔡季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49-9 (EPUB)  

奇怪的生物知識增加了/水精靈(蘇仁

福), 曾明騰文; 卡斯威爾(Oliver Wei)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聚光文創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09-6-7 (PDF)  

阿芳的家庭料理筆記: 190 道餐桌上

的幸福味/蔡季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50-5 (EPUB)  

奇怪的歷史知識增加了!不能只有我

知道的趣味歐洲史/Seayu(即食歷史)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46-9 (EPUB) NT$266  

彼拉提斯與核心復健運動(暢銷珍藏

版)/邱俊傑&萬芳醫學中心 PILATES

核心復健團隊作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

原水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92-0-9 (EPUB)  

岩波新書 .中國的歷史/涂豐恩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08-6054-2 (全套:

平裝)  

周欣慧作品集/周欣慧主編 .-- 南投

縣 : 周欣慧, 11010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426-5 (平裝)  

*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7,000「單字」

+「文法」/怪物講師教學團隊(台灣)

作; 劉俐伶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

合傳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84-38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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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

資策會產研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81-843-2 (PDF)  

季風亞洲: 二十一世紀的大國賽局與

地緣政治的衝突核心 /羅柏 .卡普蘭

(Robert D. Kaplan)著; 廖婉如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39-1 

(EPUB)  

法律英語: 語句翻譯點睛/楊文峰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31-6 (PDF)  

拇指琴聲: 卡林巴的響樂之旅= The 

essentiale of kalimba/張元瑞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典絃音樂文化, 11010 .-

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581-86-1 (平裝) NT$450  

法界無邊法緣無盡/謙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31-8 (PDF)  

金契蘭結: 中日書畫文化交流展/劉

梅琴主編 .-- 臺北市 : 文化大學華岡

博物館, 1101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96-395-8 (平裝)  

咖哩的世界史: 從印度出發到各國餐

桌,日本最受歡迎國民料理的進化故

事/井上岳久(Takahisa Inoue)著; 洪于

琇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日 出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4-05-6 (EPUB)  

法哲學/平野仁彦, 亀本洋, 服部高宏

著; 劉武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91-3 (PDF)  

法國美食史: 行家知識與風土認證/

瑪莉安.泰本(Maryann Tebben)著; 杜

蘊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16-1-8 (EPUB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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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4-35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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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44-38-5 (EPUB)  

門牌下的真相: 地址,能告訴你什麼?

一場橫跨身分、種族、貧富和權力

的 反 思 / 迪 兒 德 芮 . 麥 斯 葛 (Deirdre 

Mask)著; 韓翔中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

臺灣商務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5-3375-0 (EPUB) NT$385  

阿富汗的女兒在哭泣/法齊婭.古菲著; 

侯嘉珏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9-698-7 (EPUB)  

門扉詩集. 集結篇/自然著 .-- 苗栗縣 : 

林小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62-3 (EPUB)  

門扉詩集. 集結篇/自然著 .-- 苗栗縣 : 

林小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66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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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2-04-4 (EPUB)  

社會事: 權勢者的勝利手冊: 台灣地

方政治史的 50 個關鍵字/莊岳燊, 曾

沅芷, 許雅玲, 吳昌峻, 陳力航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98-0 (PDF)  

社會事: 權勢者的勝利手冊: 台灣地

方政治史的 50 個關鍵字/莊岳燊, 曾

沅芷, 許雅玲, 吳昌峻, 陳力航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6-01-9 (EPUB)  

季羨林世界遊記: 十一國記/季羨林

著; 梁志剛編注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

品林數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30-46-4 (EPUB)  

季羨林世界遊記: 千年之約/季羨林

著; 胡光利編注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

品林數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30-47-1 (EPUB)  

長 照 問 題 中 醫 照 護 秘 訣 手 冊 = 

Handboo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

medicine clinical problem in long-term 

care/賴榮年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中醫師公會全聯會, 11010 .-- 202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32-0-8 (平

裝)  

刻意獨學/韓在佑著; 陳品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1-9-7 (PDF)  

刻意獨學/韓在佑著; 陳品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307-0-0 

(EPUB)  

抱歉我遲到了,但其實我根本不想來: 

給羞怯內向的你,一場「挑戰自我」

的冒險旅程/潔西卡.潘(Jessica Pan)著; 

江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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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96-48-4 (PDF)  

金銀島/路易斯.卡洛爾作; 李英立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約

348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18-7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50 .-

- ISBN 978-957-13-9619-4 (線上有聲

書(MP3)) NT$350  

*亞歷山大.帕特里克.杜岳.麥格雷戈

的有趣、完美、可預測的未來、未

來主義、未來派的哈利波特故事: 哈

利波特特快列車到植物學灣的哈利

波 特 樂 園 渡 假 村 = The Alexander 

Patrick Du Yue McGregor's funny 

perfect predictable future futurism 

futuristic Harry Potter story: the Harry 

Potter express train to the Harry Potter 

Land resort of botany bay/杜岳作 .-- 臺

北市 : 杜岳, 11012 .-- 39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428-9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金融市場/李顯儀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47-9 (PDF)  

金錢的才能: 用 20 萬積蓄滾出 8000

萬身價!窮忙族變身億萬富豪的「加

速創富」投資術/午堂登紀雄著; 林

巍翰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4-1-7 (PDF)  

金錢的才能: 用 20 萬積蓄滾出 8000

萬身價!窮忙族變身億萬富豪的「加

速創富」投資術/午堂登紀雄著; 林

巍翰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4-3-1 (EPUB)  

*金融晴雨路/鄭西園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商鼎數位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44-203-7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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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滕昕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燎原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55-3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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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滕昕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燎原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55-4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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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32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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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43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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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92-2-3 (EPUB) NT$31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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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32-1 (EPUB)  

直覺力: 連接最高智慧與能量的內在

藍牙,從小事到大事,給你最真實的指

引/艾瑪.露希.諾斯著; 梵妮莎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54-5 (EPUB)  

為工作而活: 從生存、勞動到追求幸

福感,一部人類的工作簡史/詹姆斯.

舒茲曼(James Suzman)著; 葉品岑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58-4 

(PDF)  

為工作而活: 從生存、勞動到追求幸

福感,一部人類的工作簡史/詹姆斯.

舒茲曼(James Suzman)著; 葉品岑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59-1 

(EPUB)  

研之有物: 見微知著!中研院的 21 堂

生命科學課/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

輯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75-3 (PDF)  

研之有物: 見微知著!中研院的 21 堂

生命科學課/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

輯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76-0 (EPUB)  

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/奧野宣之著; 

張秋明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9-706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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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44-4 (EPUB)  

為失智高齡者設計: 認知活化活動遊

具/鍾適存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同

大學媒設系, 11010 .-- 85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22-0-9 (平裝) 

NT$350  

洪吟. 六/李洪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益群, 11101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8632-81-3 (平裝)  

洪吟. 六(簡體版)/李洪志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益群, 11101 .-- 9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632-82-0 (平裝)  

洗車人家/姜泰宇(敷米漿)作; 吳奕倫

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0 .-- 約

4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

11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為 何 上 帝 不 理 我 / 楊 腓 力 (Philip 

Yancey)著; 徐成德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

書房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98-897-9 (EPUB)  

南宋的農村經濟/梁庚堯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6082-5 (EPUB)  

南宋的農村經濟/梁庚堯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6083-2 (PDF)  

科技產業: 發展智慧化管理科技以提

升決策速度,跳脫藍海紅海之爭,勇創

藍湖厚植實力/簡禎富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727-7 (PDF)  

信念、心態、人際、夢想、快樂: 與

你聊聊打造幸福的五件事 /馮國濤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72-8 

(EPUB) NT$188  

後青春,真少年/趙莉芬, 林偉民作 .-- 

初版 .-- 桃園市 : 長庚科大, 11010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95259-3-5 (全套:

精裝) NT$2040  

流 星 の ス ペ ク ト ル  灰 原 愛  Ai 

Haibara/灰原愛作 .-- 臺北市 : 涅普頓

藝術, 11012 .-- 49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652-1-7 (平裝) NT$650  

相約未來再續法緣/謙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32-5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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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 後 零 售 大 趨 勢 / 道 格 . 史 蒂 芬 斯

(Doug Stephens)著; 陳文和, 洪世民, 

鍾玉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

業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9-92-6 (PDF)  

疫 後 零 售 大 趨 勢 / 道 格 . 史 蒂 芬 斯

(Doug Stephens)著; 陳文和, 洪世民, 

鍾玉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

業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9-93-3 (EPUB)  

客家民俗禁忌/徐貴榮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13-2 (PDF)  

星座可讀心: 太陽星座和月亮星座一

起看,性格一目了然/曾千庭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89-6 (EPUB) 

NT$188  

星座厚學黑: 十二星座耍心機,套路

解析不中計/曾千庭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達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8-90-2 (EPUB) NT$188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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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韓書

妍譯; 郭羽漫朗讀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

化, 11010 .-- 約 9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9-370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720  

星座愛情厚學講座: 善用性格優勢,

個人魅力最大化,星座決定你愛他/曾

千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達觀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91-9 (EPUB) NT$188  

看透人性,就是成功的捷徑/公孫龍策

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

1101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9-795-8 (平裝) NT$380  

看得到的世界史. 上: 99 樣物品的故

事 你對未來會有 1 個答案/尼爾.麥葛

瑞格(Neil MacGregor)著; 劉道捷, 拾

已安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35-2 (PDF)  

看得到的世界史. 下: 99 樣物品的故

事 你對未來會有 1 個答案/尼爾.麥葛

瑞格(Neil MacGregor)著; 劉道捷, 拾

已安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36-9 (PDF)  

看得到的世界史. 下: 99 樣物品的故

事 你對未來會有 1 個答案/尼爾.麥葛

瑞格(Neil MacGregor)著; 劉道捷, 拾

已安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38-3 (EPUB)  

看得到的世界史. 上: 99 樣物品的故

事 你對未來會有 1 個答案/尼爾.麥葛

瑞格(Neil MacGregor)著; 劉道捷, 拾

已安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39-0 (EPUB)  

哈啦英文 1000 句: 「圖像導引法」,

帶你破冰、不尬聊,自信、舒適、流

暢地用英語閒聊人生大小事/徐培恩

(Ryan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

管顧問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03-3-7 (PDF)  

哈啦英文 1000 句: 「圖像導引法」,

帶你破冰、不尬聊,自信、舒適、流

暢地用英語閒聊生活樂事 /徐培恩

(Ryan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

管顧問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03-4-4 (PDF)  

*柳莊相法/(明)袁忠徹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20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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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69-2 (PDF)  

韭菜求生!改造散戶腦: 小朋友學投

資陪你抗跌追漲、穩定常賺/小朋友

學投資口述; 黃迺淳主編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90-3 (EPUB)  

韭菜的自我修養/李笑來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14-6-5 (PDF)  

韭菜的自我修養/李笑來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014-8-9 (EPUB)  

致富典範: 實力掛帥,勇敢逐夢,最值

得學習的美式印鈔術/馮國濤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74-2 (EPUB) 

NT$188  

穿越臺灣趣歷史: 從猛獁象到斯卡羅,

考古最在地的臺灣史/賴祥蔚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41-5 (PDF)  

穿越臺灣趣歷史: 從猛獁象到斯卡羅,

考古最在地的臺灣史/賴祥蔚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644-6 

(EPUB)  

*秋菊饗宴攝影集/郭王寶梅, 郭英雄

合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郭英雄 , 

11011 .-- 132 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04-3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600  

相遇,在 Camino: 走過朝聖之路的夏

與冬/林郁峯, 張凱絲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蔚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04-61-8 (EPUB)  

流溢的神性之光: 歐洲中世紀女性神

秘主義的神靈愛欲 /梅希特希爾德

(Mechthild von Magdeburg)著; 梁錫江, 

鍾皓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266-1 (PDF)  

洪業傳/陳毓賢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088-7 (PDF)  

洪業傳/陳毓賢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8-6103-7 (EPUB)  

思想經濟學: 當代 136 位精英的思想

交流/維卡斯.夏哈(Vikas Shah)著; 陳

重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56-1 (PDF)  

思想經濟學: 當代 136 位精英的思想

交流/維卡斯.夏哈(Vikas Shah)著; 陳

重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59-2 (EPUB)  

信義學: ESG 先行者 10 個有溫度的

創新育服務/陳建豪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52-3 (PDF)  

信義學: ESG 先行者 10 個有溫度的

創新育服務/陳建豪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5-354-7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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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語自學策略: 破解!易混淆英語用

法 500 組/Tong Weng 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凱信企管顧問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03-7-5 (PDF)  

*姿態低一點,成功機會反而高一點: 

想出頭先低頭的處世絕學 /馮國濤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73-5 

(EPUB) NT$188  

思維誤判: 好球為何判壞球?冠軍總

教練真的就是好教練?棒球場上潛藏

的行為經濟學/基斯.洛爾(Keith Law)

著; 李秉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

壘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66-0-4 (PDF)  

思維誤判: 好球為何判壞球?冠軍總

教練真的就是好教練?棒球場上潛藏

的行為經濟學/基斯.洛爾(Keith Law)

著; 李秉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

壘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66-1-1 (EPUB)  

幽夢影 . 卷二 /張潮原著; 曾珮琦譯

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74-5 

(EPUB)  

指彈吉他經典. 三= Vintage fingerstyle 

guitar. 3/董運昌作 .-- 臺北市 : 玩耳音

樂, 11010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7707-4-4 (平裝) NT$600  

胡適自選集/胡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64-7 (PDF)  

*挑戰 ASP.NET 3.5 互動網站百寶箱: 

使用 C#/鄧文淵總監製; 文淵閣工作

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2-981-4 (PDF)  

*挑戰 Dreamweaver CS4 互動網站百

寶箱: 使用 PHP/鄧文淵總監製; 文淵

閣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82-1 (PDF)  

*相學大觀/李康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21-2 (PDF)  

幽默的人,不會用壞情緒處理問題/塞

德娜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

出版, 1101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797-2 (平裝) NT$380  

科學家都在做什麼?21 位現代科學達

人為你解答/郭雅欣, 陳雅茜, 許雅筑, 

吳欣庭, 謝宜珊, 鄭茜文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流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50-7 (EPUB)  

美濃博士學人協會成立廿週年專輯= 

Mei Nong Ph.D Scholar Association 20th 

anniversary/古錦松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

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, 11010 .-

- 3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13-1-2 (平裝)  

看懂風濕免疫: 教你正確對抗風濕、

應變新冠病毒!/張德明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93-7 (PDF)  

看懂風濕免疫: 教你正確對抗風濕、

應變新冠病毒!/張德明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94-4 (EPUB)  

美麗只是一朵花,女人值得永遠精彩/

高愛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592-0 (PDF)  

美麗只是一朵花,女人值得永遠精彩/

高愛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595-1 (EPUB)  

美麗新世界: 反烏托邦三部曲(獨家

有 聲 劇 版 )/ 阿 道 斯 . 赫 胥 黎 (Aldous 

Leonard Huxley)原著; 黃唯哲編劇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35-9 

(EPUB) NT$199  

*飛躍 20: 第九屆紀念專刊/施亮州總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世界彰化同鄉總會, 

11010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35-0-3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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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49-3-0 (EPUB)  

島.行走之詩/辛金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3-418-0 (EPUB)  

員工下班,主管加班?: 授權與激勵的

藝術: 加薪了還離職?你的員工需要

的是尊重!/岳陽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清文華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6-90-7 (EPUB)  

孫主任的經濟筆記/孫明德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723-9 (PDF)  

留白時間: 停止無效努力/麥克斯.法

蘭 佐 (Msx Frenzel), 約 翰 . 菲 茨 (John 

Fitch)作; 黃于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沐光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425-7-7 (PDF)  

旅行不是收穫 旅行是播種: 高二休

學去看世界/高乙龢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高乙龢, 11010 .-- 22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30-2 (平裝) 

NT$380  

拿回我們的未來: 年輕氣候運動者搶

救地球的深度行動 /娜歐蜜 .克萊恩

(Naomi Klein), 麗 貝 卡 . 斯 蒂 夫

(Rebecca Stefoff)著; 區立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81-4 (PDF)  

拿回我們的未來: 年輕氣候運動者搶

救地球的深度行動 /娜歐蜜 .克萊恩

(Naomi Klein), 麗 貝 卡 . 斯 蒂 夫

(Rebecca Stefoff)著; 區立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583-8 

(EPUB)  

送行者的生死筆記: 凝視死亡,思考

生命,從日本禮儀師的真實故事,在告

別中學習如何好好生活/木村光希作; 

林姿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671-6 (EPUB)  

修行解脫之道: 念佛開示. 十四/悟顯

法師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定

香精舍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91-6-2 (PDF)  

修行解脫之道: 拜願開示. 十四/悟顯

法師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乘定

香精舍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91-5-5 (PDF)  

借地養命: 從雲南到金三角,從毒品

到永續農業,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

族誌/黃樹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
山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42-3-5 (PDF)  

借地養命: 從雲南到金三角,從毒品

到永續農業,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

族誌/黃樹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
山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42-4-2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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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局的力量 /詹姆斯 .艾倫著 ; 于華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7-736-6 (PDF)  

格局的力量 /詹姆斯 .艾倫著 ; 于華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7-737-3 (EPUB)  

*追求卓越的 12 堂課: 素養教育自修

選輯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

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75-9 (EPUB) NT$188  

原來大腦可以這樣練: 提升學習抗壓

力,成功者的大腦運動訓練課程/洪聰

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85-2 (PDF)  

原來大腦可以這樣練: 提升學習抗壓

力,成功者的大腦運動訓練課程/洪聰

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586-9 (EPUB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十條誡= What about...: 

the ten commandments/貝利(A. L. Barry)

作; 顧美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

華福音道路德會, 11010 .-- 29 面; 1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8-3-2 (平裝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小問答= What about...: 

the small catechism/貝利(A. L. Barry)作; 

顧美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福

音道路德會, 11010 .-- 23 面; 15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208-2-5 (平裝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主禱文= What about...: 

the Lord's Prayer/貝利(A. L. Barry)作; 

顧美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福

音道路德會, 11010 .-- 24 面; 15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208-5-6 (平裝)  

原 來 如 此 系 列 : 使 徒 信 經 = What 

about...: the Apostles' Creed/貝利(A. L. 

Barry)作; 顧美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, 11010 .-- 23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8-4-

9 (平裝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聖洗禮= What about...: 

Holy Baptism/貝利(A. L. Barry)作; 顧

美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福音

道路德會, 11010 .-- 27 面; 1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208-6-3 (平裝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聖經= What about...: 

the Bible/貝利(A. L. Barry)作; 顧美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福音道路

德會, 11010 .-- 21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208-1-8 (平裝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路德會會友= What 

about...: being a Lutheran/貝利 (A. L. 

Barry)作; 顧美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, 11010 .-- 28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4-0-

3 (平裝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聖餐禮= What about...: 

the Sacrament of the Altar/貝利(A. L. 

Barry)作; 顧美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, 11010 .-- 23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8-8-

7 (平裝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福音= What about...: 

the Gospel/貝利(A. L. Barry)作; 顧美

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福音道

路德會, 11010 .-- 24 面; 1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208-9-4 (平裝)  

原來如此系列: 認罪與赦罪= What 

about...: confession and absolution/貝利

(A. L. Barry)作; 顧美芬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, 11010 .-

- 28 面 ; 15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208-7-0 (平裝)  

海洋博物誌(珊瑚礁近岸): 飽覽海岸

與水下生態!900 種魚類與無脊椎生

物辨識百科/李承錄, 趙健舜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408-758-7 (全套:精裝) 

NT$1980  

迷宮之鳥/陳怡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67-8 (PDF)  

迷宮之鳥/陳怡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571-5 (EPUB)  

草原故事/馬克西姆.高爾基原作; 石

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10 .-- 約 13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47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疾病密碼: 揭開中醫識病、辨病、治

病全過程,探知自然、生命與疾病的

奧祕/唐雲作; 余宗翰朗讀 .-- 臺北市 : 

積木文化, 11011 .-- 約 90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69-9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99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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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10-9-7 (EPUB)  

海商法: 案例式/林洲富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01-9 (PDF)  

神通的真假/蔡肇祺著 .-- 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光華雜誌社, 11012 .-- 229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59-2-1 (精

裝) NT$400  

配速持股法,我月領 10 萬/阿福の投

資馬拉松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1-29-1 (PDF)  

配速持股法,我月領 10 萬/阿福の投

資馬拉松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1-30-7 (EPUB)  

料理美味的科學: 五星主廚無法解釋,

權威科學家告訴你讓食物更好吃的

幻變魔法/朴容基(박용기)著; 陳聖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0-59-2 (EPUB)  

哩賀,保長散散步!: 回味過溪仔的舊

時光/曾美珍執行計畫主持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曾美珍, 11011 .-- 4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86-9 (平裝) 

NT$200  

財富是這樣養成的: 韓國暢銷 No.1 財

經書!讓錢為你工作 ,邁向財富自由

/John Lee 著; 梁如幸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43-9 (EPUB)  

殊勝絕倫 佛道上之足跡/聖法大長老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進懋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38-1-8 (平裝)  

殊勝絕倫佛道上之足跡/聖法大長老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進懋有限公

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38-0-1 (PDF)  

訊號: (超視覺圖解)全球經濟大局新

動向/傑夫.戴斯賈丁斯(Jeff Desjardins)

著; 柯文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
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36-9 (EPUB)  

書歲月的臉: 2020 憂喜參半/林淑如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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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30-1 (PDF)  

海想知道. Vol.4, 基隆作為一種靈感= 

Ocean knows:/林宜萱, 涂佳豪, 黃韋智, 

張漢寧 , 楊宗翰撰文 ; 鍾宜庭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星濱山共創工

作室, 11011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463-8-7 (平裝) NT$180  

海想知道 . Vol.5, 異鄉味 ,家鄉情= 

Ocean knows:/ 王 昱 文 , Elvina 

Lutfitayanti(黎妃娜), Yen 撰文; 鍾宜

庭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星濱山

共創工作室, 11011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463-9-4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海 想 知 道 . Vol.6, 乘 著 信 仰 的 帆 = 

Ocean knows:/尹德根, 李怡志, 林宜萱, 

夏仙, 陳芃諭, 陳虹儒, 陳逸宏撰文; 

鍾宜庭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星

濱山共創工作室, 11011 .-- 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7-0-3 (平裝) 

NT$180  

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

會 年 報 . 民 國 109 年 度 = Joint 

Commission of Taiwan 2020 annual 

report/王拔群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醫策

會, 11010 .-- 15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3-0-9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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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文 .圖; 洪世民

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45-0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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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文 .圖; 洪世民

譯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046-7 (EPUB)  

*真確了解股市: 頂尖避險基金經理

告訴你,成為超級散戶的 8 個進場智

慧/土屋敦子著; 李韻柔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今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4-25-7 (PDF)  

*素養導向營建材料領域教學與產業

人才培育/許鎧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許鎧麟, 11009 .-- 271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394-7 (平裝)  

哲學、愛情和微不足道的真實/王鴻

鵬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
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26-994-6 (EPUB)  

哲學的故事(跨世紀經典,威爾杜蘭暢

銷全球鉅作)/威爾杜蘭(Will Durant)

作; 林資香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

人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4-616-1 (PDF)  

哲學的故事(跨世紀經典,威爾杜蘭暢

銷全球鉅作)/威爾杜蘭(Will Durant)

作; 林資香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

人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4-619-2 (EPUB)  

島嶼印記: 台灣人文鄉土記實創作= 

Formosa impressions/陳蒼榜撰寫 .-- 第

一版 .-- 新北市 : 陳蒼榜, 11012 .-- 200

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488-3 (精裝) NT$850  

破 壞 性 競 爭 : Apple vs. BlackBerry, 

H&M vs. ZARA, Bumble vs. Tinder,看

巨頭爭霸如何鞏固優勢、瓜分市場!/

大衛.布朗(David Browns)著; 李立心, 

柯文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59-8 (EPUB)  

從 0 到 Webpack: 學習 Modern Web 專

案 的 建 置 方 式 / 陳 欣 平 (Peter Chen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27-2 (PDF)  

從 0 到 Webpack: 學習 Modern Web 專

案 的 建 置 方 式 / 陳 欣 平 (Peter Chen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44-9 (EPUB)  

第一次學 C 就上手: 融入專題製作與

APCS 先修檢測/李啟龍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13-1 (PDF)  

第一次戀愛,難免會出錯/Yozuck 著; 

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20-6-1 (PDF)  

第一次戀愛,難免會出錯/Yozuck 著; 

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20-7-8 (EPUB)  

第二十五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林

宗源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/劉沛慈

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理大學臺

文系, 11011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758-81-2 (精裝)  

第十二屆台菲日國際學術研討會: 跨

域政經、語言與文化 論文集/劉鴻暉, 

蘇淑卿, 林冠汝, 吳秦芳, 錢鴻鈞, 蔡

維民執行編輯 .-- 新北市 : 真理大學

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758-80-5 (PDF)  

第三十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

研討會暨第二十三屆銘傳大學國際

應用英語教學研討會暨工作坊論文

集=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21/30th 

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

Teaching & the 23rd International 

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TEFL& 

Applied Linguistics/銘傳大學應用英

語學系,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師學會彙

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11 .-- 

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

962-0 (平裝) NT$500  

莎士比亞超圖解: 解構 17 齣經典劇

作,上一堂最好玩的莎翁課!/凱若琳.

吉約(Caroline Guillot)作; 范堯寬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55-5 

(EPUB) NT$252  

氫分子醫學聖經/中華創新未來協會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創新未

來協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35-1-4 (PDF)  

現代和聲樂理影音教學/廖季文, 酷

派音樂編輯群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雲林

縣 : 酷派音樂, 11010 .-- 4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98-4-0 (第 3 冊:

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 

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,提升你的人文

閱讀素養 . 美洲篇 /陳嘉英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21-7 (PDF)  

異世界萌怪漫畫造型入門: 不藏私萌

寵漫畫技法教學/蔡蕙憶(橘子)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86-818-4 

(EPUB)  

現代貨幣理論: 未來世界經濟的思考

模式/藍德爾.雷(L. Randall Wray)著; 

張慧玉, 王佳楠, 馬爽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5-04-6 (EPUB)  

國民黨禁書始末/廖為民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01-999-7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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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黨禁書始末/廖為民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前衛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6-00-2 (EPUB)  

現在,依然想念妳/川本三郎著; 賴明

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

傳播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1-02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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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3028-4-5 (EPUB)  

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的人這樣想事情: 

幫助超過 10 萬人的創業家告訴你,如

何做真正喜歡的工作。/岡崎勉明著; 

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37-6 (PDF)  

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的人這樣想事情: 

幫助超過 10 萬人的創業家告訴你,如

何做真正喜歡的工作。/岡崎勉明著; 

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40-6 (EPUB)  

陳安如閃亮金句寫作課/陳安如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05-7 (PDF)  

從年輕人到銀髮族都適用的強膝訓

練: 一週兩小時,從喚醒肌肉、關節、

結締組織到打造關鍵功能性肌力,從

此遠離膝蓋疼痛及退化,獲得不易受

傷、行動自如的身體/梁友瑋(山姆伯

伯 )著  .-- 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臉譜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40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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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作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11-2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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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作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211-3-5 

(EPUB)  

產地餐桌邊吃邊玩/黃佳琳, 黃郡怡, 

楊育禎文字記者; 蔡孝如, 張書豪, 楊

為仁攝影記者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宏

碩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49-192-7 (PDF) NT$49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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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486-89-1 

(EPUB)  

逐步東行: 留聲記憶/莊昇諺, 劉覲瑢

主編 .-- 新竹縣 : 彭雅芳, 11010 .-- 40

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27-

2 (平裝)  

教育活動語詞彙釋: 國語、閩語、客

語對應通用/蘇清守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文鶴, 11010 .-- 77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147-961-3 (平裝)  

陪你度過情緒低谷: 用 150 個活動增

進青少年的自信心、溝通力和人際

關係/凱文.谷澤斯基著; 梁若瑜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699-4 (EPUB)  

梅克爾總理時代: 從科學家到全球最

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/烏蘇拉.維登菲

(Ursula Weidenfeld)作; 張守慧, 周欣, 

楊燕詒, 張翠蘚, 李俞德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流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42-2 (EPUB)  

通往一流外商的英文面試準備指南/

陳湘陽(Sonny)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識博管理顧問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35-6-5 (PDF)  

從亞太營運中心到護國神山: 台灣產

業政策之演變與評析/陳彥廷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11-232-3 

(EPUB) NT$450  

通往幸福的七扇門: 91 則啟發智慧的

3 分鐘小故事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8-78-0 (EPUB) NT$188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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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

吳國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60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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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

吳國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65-8 (EPUB)  

陳欣琪藝術創作聯展合集 /陳欣琪

作 .-- 新北市 : 陳欣琪, 11009 .-- 21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05-0 (平

裝)  

這些話,為什麼這麼有哏?!: 名人毒舌

語錄 1200 句/艾瑞克.格茲莫考斯基

(Eric Grzymkowski)著; 王定春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121-99-6 (EPUB) 

NT$280  

*從卑微到偉大的斜槓偉人富蘭克林

/班傑明.富蘭克林(Benjamin Franklin)

著; 劉恩麗譯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6-45-6 (EPUB)  

逐東攝影集/趙佑瑜主編 .-- 新竹縣 : 

彭雅芳, 11010 .-- 40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79-1 (第 1 冊:平裝)  

專為 0-3 歲設計!蒙特梭利遊戲大百

科: 實境式圖解!激發孩童腦部五大

領域發展,160 個就地取材的啟蒙遊

戲/朴洺珍作; 陳靖婷譯 .-- 新北市 : 

美藝學苑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220-43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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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陳雯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38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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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陳雯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小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39-2 (EPUB)  

婚姻生活/塔雅莉.瓊斯(Tayari Jones)

著; 彭玲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06-4 (PDF)  

婚姻生活/塔雅莉.瓊斯(Tayari Jones)

著; 彭玲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09-5 (EPUB)  

堅持到底,不要輕言放棄/化雨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讀品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3-157-8 (PDF)  

從美國出發,賺遍全世界: 美式企業

成功案例剖析/馮國濤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8-77-3 (EPUB) 

NT$12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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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英偉油畫創作個展/陳英偉作 .-- 臺

中市 :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, 11011 .-- 

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04-

8-5 (平裝)  

*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

第十二屆=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

The 12th Academic Conference of 

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n Design/黃

潮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應

用科大設計學院, 11010 .-- 53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15-63-5 (平裝)  

統計學與 Excel 資料分析之實習應用: 

培養大數據分析力一定要會的統計

分析與資料處理工具/王文中, 錢才

瑋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33-3 (PDF)  

統計學與 Excel 資料分析之實習應用: 

培養大數據分析力一定要會的統計

分析與資料處理工具/王文中, 錢才

瑋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45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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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564-7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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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565-4 (EPUB)  

偽神的密林/ㄩㄐ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雙囍出版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55-4-6 (PDF)  

偽神的密林/ㄩㄐ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雙囍出版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55-5-3 (EPUB)  

從倉庫到大學: 百年古蹟裡的朗朗讀

書聲: 淡水社區大學 20 周年紀念特

刊/王美月, 王美佳, 何以文, 呂慧娟, 

李清榕, 周正義, 林柏昌, 張建隆, 張

寶釧, 徐智城, 曹文傑, 許慧明, 陳江

河, 陳卿允, 翟寶瑜, 劉彥潁, 潘國明, 

蔡惟茗, 賴秀碧, 戴君珉, 謝德錫, 蘇

文魁, 龔靜儀撰文; 林盛彬詩文; 楊貴

榮插畫 .-- 新北市 : 淡水社大, 11011 .-

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5965-6-5 (平裝)  

這個詞,原來是這個意思(精選輯)/許

暉著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23-4 (EPUB) 

NT$420  

這個詞,原來是這個意思(精選輯.上

冊)/許暉著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24-1 

(EPUB) NT$210  

這個詞,原來是這個意思(精選輯.下

冊)/許暉著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25-8 

(EPUB) NT$210  

專案管理 知識體系指南 (PMBOK® 

Guide)暨專案管理標準/PMI 國際專

案 管 理 學 會 (Project Management 

Institute)作; 王芊千, 王思婷, 王美淑, 

王閔正, 朱貞佑, 江軍, 吳宗洲, 呂思

穎, 李泳蓁, 李玠育, 李芬霞, 李蔚琳, 

林士智, 林妍儀, 林志隆, 林宥利, 林

清雅, 林瓊茹, 洪家祥, 徐偉玲, 張志

昇, 張芳蘭, 張祐禎, 張越程, 莊信慧, 

莊漢鵬, 許乃嘉, 許雯屏, 陳永鈞, 陳

建甫, 陳瑤瑜, 陳澤民, 陳麒元, 彭金

煥, 游儀欣, 馮泰元, 黃卉怡, 黃佳駿, 

黃冠融, 黃綉媚, 黃議申, 葛晉澤, 董

淳禾, 廖惠敏, 劉世宇, 劉俊賢, 劉家

妙, 劉懿慧, 談家成, 鄭淳玉, 魯人華, 

應盛煒, 戴薇庭, 薛宜蓁, 謝念霏, 叢

玉帆, 聶正忠, 羅文一, 羅奕麟翻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

台灣分會, 11011 .-- 400 面; 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1851-5-8 ( 平 裝 ) 

NT$1280  

問候薛西弗斯/陳玠安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63-9 (PDF)  

問候薛西弗斯/陳玠安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64-6 (EPUB)  

被統治的藝術: 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

政治/宋怡明作; 鐘逸明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6075-7 (PDF)  

被統治的藝術: 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

政治/宋怡明作; 鐘逸明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8-6081-8 (EPUB)  

麻理惠夫婦的新人生整理: 收拾過度

期許,停止忍讓拚命,看見讓你自在發

光 的 最 短 路 徑 / 川 原 卓 巳 (Takumi 

Kawahara)著; 李貞慧譯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721-5 (PDF)  

從產業角度看跨國博士人才方案: 以

LEAP 計畫及 LIFT 計畫為例/王玳琪, 

林家蓁, 馮韶誼, 莊金樺, 王宣喬, 詹

德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

技政策中心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57-619-312-5 (PDF)  

現場的日本語. 初級= 働く外国人の

ための日本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/

一般財団法人海外産業人材育成協

会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新, 

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21-213-3 (精裝) NT$480  

現場的日本語. 進階= 働く外国人の

ための日本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/

一般財団法人海外産業人材育成協

会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新, 

11011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21-214-0 (精裝) NT$4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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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Miyata Toru)著; 

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0-57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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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48-3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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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48-4-9 (PDF)  

商業用語事典/MYST 作; 胡毓華譯 .-

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楓 葉 社 文 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0-356-3 (PDF)  

商業用語事典/MYST 作; 胡毓華譯 .-

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楓 葉 社 文 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0-361-7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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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9-539-7 (EPUB)  

商業洞察力: 9 大基模 X 3 大思維 X 

3 套實踐方法,透視商業本質,擁有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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掛人生!/劉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71-4 (PDF)  

*商業洞察力: 9 大基模 X 3 大思維 X 

3 套實踐方法,透視商業本質,擁有開

掛人生!/劉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75-2 (EPUB)  

專業酒鬼養成計劃/Allen 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7-2-4 (PDF)  

專業酒鬼養成計劃/Allen 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7-3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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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0-375-9 (EPUB)  

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「通識教

育暨身心靈健康」論文集. 第十四屆

=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

conference on Kang-Ning Holistic 

Education: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& 

General Education/李金瑛總編輯 .-- 臺

北 市  : 康 寧 大 學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, 

11011 .-- 167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99-0-3 (平裝)  

*國際量子科技發展策略研析 /賴志

遠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

政策中心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19-309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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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48-0-8 (PDF)  

票據法: 案例式/林洲富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82-1 (PDF)  

商戰厚黑講座 20 堂: 想別人不敢想

的,做別人做不到的,你就離成功不遠

了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76-6 (EPUB) NT$188  

聊齋的狐鬼世界/張國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竹縣 : 如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6-61-2 (EPUB)  

連鎖加盟總部特刊. 2021 年/流通快

訊雜誌社作 .-- 臺北市 : 流通快訊雜

誌, 11011 .-- 1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5674-9-7 (平裝) NT$480  

聆聽之路: 療癒寫作教母帶你聽見自

我、以聽療心、寫出能力/茱莉亞.卡

麥隆(Julia Cameron)作; 張毓如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49-3 (EPUB)  

喂!不要玩文物: 魔性哏圖懶人包/王

驄穎圖; 馮翰寧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47-7 (PDF)  

喂!不要玩文物: 魔性哏圖懶人包/王

驄穎圖; 馮翰寧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52-1 (EPUB)  

登山皇帝的 14 座 8 千公尺高峰: 死

亡不能阻止上山的腳步!看梅斯納爾

如何超越人類極限,站上世界之巔/萊

茵霍爾德.梅斯納爾(Reinhold Messner)

作; 江鈺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

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668-6 (PDF)  

登山健行 Q&A: 超圖解、最全面的

戶外活動知識指南 /漂鳥社編輯部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53-1 (EPUB)  

貼心待人說話術: 晉升人氣王的 50

個祕訣 /鹿島忍著; 伊之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25-8 (EPUB)  

畫出大地的愛: 第三十一屆維他露兒

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

品專輯/董哲瑋執行編輯 .-- 臺中市 : 

維他露基金會, 11011 .-- 288 面; 20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52-0-9 (平裝)  

善用正能量,何必跟人學耍詐: 也許

辛苦但不痛苦的人生小提醒/馮國濤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86-5 

(EPUB) NT$188  

寓目游心= A view from the heart/郭明

德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得佳趣藝

術, 11010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69-0-1 (精裝) NT$1800  

跑出最好的自己: 一個中年女子以跑

步學習愛與堅持的歷程/盧秋瑩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552-2 

(EPUB)  

渝台藝術直航. 第十屆: 兩岸名家暨

青年碩博士生紀念辛亥革命 110 週

年特展/ .-- 新北市 : 華夏藝術畫院, 

11010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79-0-8 (平裝) NT$800  

幾米年曆. 2022/幾米作.繪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11 .-- 37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60-4 (平

裝) NT$899  

勝任輔導: <<聖靈的勸戒>>實踐本/

亞當斯(Jay E. Adams)著; 周文章, 薛

豐旻, 鄭超睿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中華福音學院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355-76-9 (PDF)  

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 No.1: 與台灣有

約,四極點單車環島/陳忠利作.朗讀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11 .-- 約

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

677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20  

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 No.2: 北進武嶺

南出鵝鑾鼻,縱斷台灣五百哩/陳忠利

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

11011 .-- 約 7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89-678-5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120  

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 No.3: 台灣橫貫

東向西路線旅遊紀實與建議/陳忠利

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

11011 .-- 約 4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89-679-2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120  

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 No4: 12 條環島

順騎自行車道和新北 3 金典路線/陳

忠利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

11011 .-- 約 59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89-680-8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 

NT$120  

著作權一本就通/章忠信著 .-- 2 版 .-- 

臺北市 : 書泉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1-245-4 (PDF)  

喬 叔 帶 你 上 手 Elastic Stack: 

Elasticsearch 的最佳實踐與最佳化技

巧/吳楨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934-0 (PDF)  

喬 叔 帶 你 上 手 Elastic Stack: 

Elasticsearch 的最佳實踐與最佳化技

巧/吳楨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946-3 (EPUB)  



179 

 

給亞斯的人際關係優化戰略: 你搞不

好不是理工宅,而是個沒被覺察的亞

斯天才?!/馬大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識博管理顧問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35-7-2 (PDF)  

雲城飛鴻/趙秀娟作 .-- 嘉義市 : 趙秀

娟, 11011 .-- 20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82-1 (平裝) NT$300  

尋食記: 鞭神老師的超時空台灣美食

/鞭神老師(李廼澔)著 .-- 臺北市 : 遠

流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32-9358-3 (EPUB)  

超省時減醣瘦身湯: 5 分鐘搞定!用燜

燒罐就能做,103 道湯便當&宵夜湯,

美味零負擔!/主婦之友社著; 鄭睿芝

譯 .-- 新北市 : 瑞麗美人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17-0-9 

(EPUB)  

*等待時機不是在放大假: 在人生低

點如何自處,決定你重新出發之後的

高度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

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84-1 (EPUB) NT$188  

超音樂理論: 泛音.音程.音階/侘美秀

俊著; 徐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易博士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480-197-8 (EPUB)  

最高尬聊法: 硬著頭皮也要聊出花來,

一生受用的人際溝通術/五百田達成

著; 謝敏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

智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5-650-9 (EPUB)  

超級業務大全: 見面即成交!日本傳

奇業務員打造上億業績的關鍵 36 堂

課/金澤景敏作; 邱香凝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墨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9-675-4 (EPUB)  

開啟東方智慧的神祕之門: 邁向心靈

財 富 之 門 / 羅 伯 特 . 柯 里 爾 (Robert 

Collier)原著; 溫筱婷編譯 .-- 臺北市 : 

華志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87-9-1 (PDF) NT$280  

萊莎的鍊金工房: 常闇女王與秘密藏

身處官方視覺美術集 /KADOKAWA

作; 蘇聖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10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66-9 (平裝)  

買票政治學: 民主奇蹟下的賄選怪象

/王洲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6-03-3 (PDF)  

買票政治學: 民主奇蹟下的賄選怪象

/王洲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6-04-0 (EPUB)  

發現神蹟/林明辰作 .-- 新北市 : 林明

辰, 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47-0 (精裝) NT$490  

最強筋絡調理按摩書 /迫田和也作; 

邱喜麗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溪國

際圖書, 11010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314-7-5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超越本能: 生物學家教你擺脫本能限

制,打造符合現代社會需要的身心機

制,提高效率,精準決策/蕾貝卡.海斯

(Rebecca Heiss)著; 連婉婷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8-031-4 (EPUB)  

超越多顯卡多機器: 分布式機器學習

超速實戰/陳敬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56-0 (PDF)  

菩提明心花開見佛/黃逢徵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39-4 (PDF)  

無痛思維: 來自英國疼痛醫學權威,

應對慢性疼痛的全新方式/迪帕克.拉

文德蘭(Deepak Ravindran)著; 林怡婷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4-2-4 (PDF)  

無痛思維: 來自英國疼痛醫學權威,

應對慢性疼痛的全新方式/迪帕克.拉

文德蘭(Deepak Ravindran)著; 林怡婷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4-4-8 (EPUB)  

渺渺傷心散文限定套書: <<你已走遠,

我還在練習道別>> X <<周而復始的

傷心>>/渺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
實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07-596-5 (全套:平裝) NT$680  

最愛是詞.精選/張麗珠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07-1 (PDF)  

間歇高效率的三次閱讀法 /約翰 .金

(John Kim)著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03-0 (PDF)  

間歇高效率的三次閱讀法 /約翰 .金

(John Kim)著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05-4 (EPUB)  

就算牠沒有臉: 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

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/黃宗慧, 

黃宗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17-3 (EPUB)  

渡臺徐氏聯譜 /族譜編輯委員會編

輯 .-- 桃園市 :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, 

11011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70-0-7 (精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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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92-3-0 (EPUB) NT$350  

雲圖鑑/田中達野著; 黃郁婷譯 .-- 二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09-8 (EPUB) 

NT$483  

備課的技術: 從素養導向、跨域整合

到班級經營,培養學生擁有批判性思

考、創意思考、溝通能力、互助合

作的 38 堂課/王勝忠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6-68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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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Eliane 

Brum)著; 沈維君, 列蒙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123-2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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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Eliane 

Brum)著; 沈維君, 列蒙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遠足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8-124-9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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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007-3 (EPUB)  

街頭哲學/愛德華多.因凡特(Eduardo 

Infante)著; 黃新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89-536-6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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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學菁華/張麗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08-8 (PDF)  

*酢盦詩艸 詩集/陳炎作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01-2-3 (PDF) NT$2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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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887-2 (EPUB)  

超簡單!微波瘦身湯: 不節食、不運

動,一餐改喝瘦身湯,2 個月瘦 6 公斤

/Atsushi 著; 林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590-3 (PDF)  

超簡單!微波瘦身湯: 不節食、不運

動,一餐改喝瘦身湯,2 個月瘦 6 公斤

/Atsushi 著; 林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592-7 (EPUB)  

超簡單 AIoT 物聯網與網站架設必學

神器: Node-RED 視覺化開發工具/陳

會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35-7 (PDF)  

超簡單 AIoT 物聯網與網站架設必學

神器: Node-RED 視覺化開發工具/陳

會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47-0 (EPUB)  

視覺藝術展覽年鑑. 2020/彰化縣文化

局編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 : 彰縣文化

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73-34-1 (HTML)  

愛,需要勇敢: 創造幸福感的關係練

習/康思云, 江明璇, 彭恩寧作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5-109-6 

(EPUB)  

筷: 怪談競演奇物語/三津田信三, 薛

西斯 , 夜透紫 , 瀟湘神 , 陳浩基作 ; 

Rappa 譯; 陳余寬朗讀 .-- 臺北市 : 獨

步文化, 11010 .-- 約 1068 分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73-00-1 (線上有聲

書(MP3))  

傷心咖啡館之歌/卡森.麥卡勒斯作; 

孫德萍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0 .-- 約 32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22-4 ( 線 上 有 聲 書

(WAV)) NT$350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23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50  

農田水利法規彙編/蔡巧蓮總編輯 .-- 

新北市 : 農委會農田水利署, 11010 .-

- 70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5-78-1 (平裝)  

當代藝術的獨行者: 2021 龎均新作展

= Outstanding master of contemporary 

art: Pang Jiun Solo Exhibition/龎均作 .-

- 臺北市 : 日升月鴻畫廊, 11010 .-- 

106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74-0-3 (精裝) NT$1200  

微光: 劉欣宜= Glimmer: Liu Shin Yi/

劉欣宜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秋魚藝術

品, 11011 .-- 17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7813-5-1 (精裝) NT$800  

新竹市跳級生/李羅, 林佳誼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遠見天下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66-0 (PDF)  

新竹市跳級生/李羅, 林佳誼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遠見天下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67-7 (EPUB)  

當死者說話時: 犯罪迷必讀!最緊張

懸疑的第一手真實案件,看資深法醫

如何抽絲剝繭,為死者發聲/克拉斯.

布許曼(Claas Buschmann)著; 魏佐君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65-5 

(EPUB)  

義式熱情學: 看義大利人對事物投入

的澎湃情感,造就出的歷史與文化肌

理如何豐富整個世界 /黛安 .黑爾斯

(Dianne Hales)著; 高子梅譯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5-036-2 (EPUB)  

*當我們重返書桌: 當代多元散文讀

本/楊佳嫻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

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04-60-1 (EPUB)  

預言恩賜與服事/李智恩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以琳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209-84-7 (PDF)  

瑜伽就是心靈修行地圖: 斯瓦米韋達

傳授心法的 17 堂課/斯瓦米韋達.帕

若堤(Swami Veda Bharati)作; 石宏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01-98-6 

(EPUB) NT$315  

暖呼呼.湯便當/水瓶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4-614-7 (PDF)  

暖呼呼.湯便當/水瓶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4-618-5 (EPUB)  

萬事皆美好: 讓無數希臘人感受幸福

的 禮 物 書 / 史 戴 凡 諾 斯 . 詹 內 奇 斯

(Stefanos Xenakis)著; 祁怡瑋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803-3 (EPUB)  

新版星座希臘神話故事/迷迭香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79-7 (EPUB) 

NT$128  

鼠疫(特別收錄哲學解析<一部存在

主 義 小 說 的 後 現 代 閱 讀 >)/ 卡 繆

(Albert Camus)著; 邱瑞鑾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89-543-4 

(EPUB)  

*想要幹大事,細節不能不當一回事: 

修練大智慧,也要善用小心眼/馬銀春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85-8 

(EPUB) NT$188  

會計概論/黃麗華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48-6 (PDF)  

資料科學的良器: R 語言在行銷科學

的應用/廖如龍, 葉世聰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36-4 (PDF)  

資料科學的良器: R 語言在行銷科學

的應用/廖如龍, 葉世聰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48-7 (EPUB)  

資訊軟體暨服務產業年鑑. 2021/朱師

右, 韓揚銘, 童啟晟, 張皓甯, 張皓翔, 

楊淳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資策會

產研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81-845-6 (PDF)  

資訊硬體產業年鑑. 2021/魏傳虔, 黃

家怡, 黃馨, 陳牧風, 勵秀玲, 林信亨, 

施柏榮, 林巧珍, 盧冠芸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資策會產研所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46-3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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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恩節特會. 二 0 二一年: 活在神聖

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綱要附經

文/水流職事站編; 財團法人臺灣福

音書房編輯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11 .-- 36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79-9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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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4-6-6 

(EPUB)  

群眾瘋狂: 性別、種族與身分/道格

拉斯.莫瑞(Douglas Murray)著; 王惟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26-2 (PDF)  

群眾瘋狂: 性別、種族與身分/道格

拉斯.莫瑞(Douglas Murray)著; 王惟芬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29-3 (EPUB)  

解惑: 證嚴法師答客問. 一, 生老病死

篇/釋證嚴講述; 靜思僧團輯編撰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, 11009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36-6-7 

(EPUB)  

媽媽陪孩子玩出作文力: 從遊戲中突

破寫作障礙,獲取作文高分金鑰!/曾

玟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86-820-7 (PDF)  

媽媽陪孩子玩出作文力: 從遊戲中突

破寫作障礙,獲取作文高分金鑰!/曾

玟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86-821-4 (EPUB)  

溫暖管理課: 小團隊的啟示錄,用 166

張「實戰圖解」,輕鬆帶出 1+1>2 的

團隊!/任康磊作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64-63-6 (PDF)  

媽媽離開的時候想穿什麼顏色的衣

服?/申昭潾(신소린)著; 曹雅晴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6-2-8 

(PDF)  

媽媽離開的時候想穿什麼顏色的衣

服?/申昭潾(신소린)著; 曹雅晴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66-3-5 

(EPUB)  

解夢辭典/麥可.蘭諾克斯作; 黃春華

譯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楓 樹 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71-6 (PDF)  

解夢辭典/麥可.蘭諾克斯作; 黃春華

譯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楓 樹 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74-7 (EPUB)  

解碼賈伯斯: 用 iPhone 改變世界的傳

奇人物/雅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

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83-4 (EPUB) NT$188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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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384-611-6 

(EPUB)  

經濟學的決策思想: 300 年來,人類如

何思索風險,選擇與不確定/喬治.史

皮婁(George G. Szpiro)著; 劉凡恩譯 .-

- 臺北市 : 大寫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689-69-4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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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35-3 (EPUB) NT$336  

塔羅解牌研究所. 3, 四週實戰課/LUA

作; Shion 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
社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54-9 (PDF)  

塔羅解牌研究所. 3, 四週實戰課/LUA

作; Shion 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
社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0-362-4 (EPUB)  

楚辭新編/周秉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79-1 (PDF)  

愛戀 林嘉威: Wico Line Photobook/林

嘉威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26-6 (PDF)  

愛戀 林嘉威: Wico Line Photobook/林

嘉威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244-0 (EPUB)  

蛻變: 突破經營瓶頸、再創第二曲

線,20 家台灣企業成功轉型實錄/台灣

產業創生平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34-5 (EPUB)  

對人類來說「推」到底是什麼?讓我

這個戲劇宅帶大家認真思考一下/橫

川良明作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方智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75-646-2 (EPUB)  

維小的我想撼動這個世界 /梁嫣親 , 

林厚成撰稿; 陳景維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13-4 (PDF)  

說不出口的,更需要被聽懂: 11 個暖

心對話練習 ,走進孩子的心 /胡展誥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45-3 

(EPUB)  

管他去死是人生最大的自由. 2: 邁向

順暢人生的超痛快實踐指南/莎拉.奈

特(Sarah Knight)著; 林怡孜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44-6 (EPUB)  

漢代玉雕綜論/劉嶔琦, 方勝利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59-3 

(PDF)  

漢代玉雕綜論/劉嶔琦, 方勝利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561-6 

(EPUB)  

認同感指導術: 讓部屬自動自發,無

痛帶人!/田邊晃(Tanabe Akira)著; 張

翡臻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687-3 

(EPUB)  

愿你去发光 ,而不仅是被照亮 /乐擎

着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 11011 .-

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1-19-1 (平裝) NT$320  

對岸/安田夏菜著; 緋華璃譯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34-7 (EPUB)  

精油化學參考手冊/大衛.希爾編撰 .-- 

新北市 : 早安健康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9906-6-1 (PDF)  

精油化學參考手冊/大衛.希爾編撰 .-- 

新北市 : 早安健康, 11010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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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89906-8-5 (EPUB) 

NT$100  

舞者筆記: 跳舞的人那些事/陳蒨蒨, 

李艾倩, 孟佳, 武萌, 常肖妮著; 李宛

霖 繪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22-4 (PDF)  

與泥結緣一甲子: 水泥工藝領航者 

亞泥張才雄回憶錄/張才雄口述; 趙

愛卿採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591-3 (PDF)  

與泥結緣一甲子: 水泥工藝領航者 

亞泥張才雄回憶錄/張才雄口述; 趙

愛卿採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596-8 (EPUB)  

像香奈兒一樣反應與思考/奧蕾莉.戈

德弗羅伊(Aurélie Godefroy)著; 何桂

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06-9-7 (PDF)  

像香奈兒一樣反應與思考/奧蕾莉.戈

德弗羅伊(Aurélie Godefroy)著; 何桂

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4-0-0 (EPUB)  

閩客潮箏樂小曲的形質與流變/張儷

瓊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45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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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904-6 (EPUB)  

精彩竹森/鍾兆良撰稿; 陳羽鵑, 陳怡

安彩繪 .-- 苗栗縣 : 苗栗縣竹森社區

發展協會, 11010 .-- 64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78-0-9 (平裝)  

管理的挑戰/一倉定著; 黃雅慧譯 .-- 

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32-1 (PDF)  

管理的挑戰/一倉定著; 黃雅慧譯 .-- 

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33-8 (EPUB)  

*蜜莉雪兒詩集. 二: 邀你一起來朗讀

/蜜莉雪兒(Milyshelle)作 .插圖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蜜莉雪兒創作坊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474-2-6 (EPUB)  

製造聖經: 揭露聖經中不為人知的矛

盾(以及為什麼我們看不出來!)/巴特.

葉爾曼 (Bart D. Ehrman) 著 ; 黃恩鄰

譯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鷹 出 版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21-2-0 (PDF)  

製造聖經: 揭露聖經中不為人知的矛

盾(以及為什麼我們看不出來!)/巴特.

葉爾曼 (Bart D. Ehrman) 作 ; 黃恩鄰

譯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鷹 出 版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21-3-7 (EPUB)  

*廖勝雄學仕航旅采風/廖勝雄口述; 

張以瑄整理執筆 .-- 臺中市 : 東海圖

書館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48-095-0 (PDF)  

漫畫圖解心理學 102 則: 輕鬆解讀人

心,看清人性不糾結/趙建勇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92-6 (EPUB) 

NT$288  

漫畫圖解經濟學 109 則: 深入淺出超

有趣 ,就連小學生都能看懂 /趙建勇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93-3 

(EPUB) NT$288  

圖解!東大醫科生最強讀書術: 讓你

維持高度動機 x 反推式學習 x 疾速

提高學習效率/河野玄斗著; 陳美瑛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02-5 (EPUB)  

圖解土木工程/許聖富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16-3 (PDF)  

圖解中國 App 商業模式/王沁著; 洪

淳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

周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9-94-0 (PDF)  

圖解中國 App 商業模式/王沁著; 洪

淳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

周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9-95-7 (EPUB)  

圖解流通業經營學/戴國良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42-3 (PDF)  

*夢想前場: 李洋/李洋口述; 裴凡強

採訪撰文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395-1 (EPUB)  

圖解會計思維: 商業戰略、分析必備

武器 /小嶋辰緒作; 趙鴻龍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55-6 

(PDF)  

圖解會計思維: 商業戰略、分析必備

武器 /小嶋辰緒作; 趙鴻龍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63-1 

(EPUB)  

圖解資料結構: 使用 JavaScript/吳燦

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37-1 (PDF)  

圖解資料結構: 使用 JavaScript/吳燦

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49-4 (EPUB)  

圖解管理學/陳昵雯著 .-- 修訂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80-198-5 

(EPUB)  

圖解層級分析法/陳耀茂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92-0 (PDF)  

圖解韓語基本 2000 字/郭修蓉(Jessica 

Guo)著  .-- 初版  .-- 臺中市 : 晨星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0-014-2 (EPUB)  

實境人生: 在數位生活找到真實,意

義 及 歸 屬 感 / 克 里 斯 . 史 特 曼 (Chris 

Stedman)著; 鄭淑芬譯 .-- 新北市 : 潮

浪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80-8-9 (PDF)  

實境人生: 在數位生活找到真實,意

義 及 歸 屬 感 / 克 里 斯 . 史 特 曼 (Chris 

Stedman)著; 鄭淑芬譯 .-- 新北市 : 潮

浪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80-9-6 (EPUB)  

實境式照單全收!圖解韓語單字不用

背/朴芝英作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4-192-8 (PDF)  

圖說演算法: 使用 JavaScript/吳燦銘, 

胡昭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38-8 (PDF)  

圖說演算法: 使用 JavaScript/吳燦銘, 

胡昭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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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50-0 (EPUB)  

銀髮族老房子懷舊遊/唐祖湘, 曹憶

雯, 曹沛雯文字記者; 蔡孝如, 楊育禎

攝影記者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宏碩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49-190-3 (PDF) NT$49  

銀髮森林樂活之旅/黃佳琳, 曹憶雯, 

楊為仁文字記者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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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
978-986-349-189-7 (PDF) NT$49  

精 靈 的 日 常 = The daily life of the 

elves/Dachun 大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飛柏創意, 11011 .-- 40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3-2-0 (精裝) 

NT$450  

臺灣老歌曲集= Music of Taiwan/黃舒

彌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舒彌曼陀鈴

工作室, 11010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27-1-4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520  

臺灣沿海塑膠微粒四季調查: 2021 島

航普拉斯計畫成果報告/財團法人黑

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- 花蓮

縣 :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, 11010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4022-

5-6 (平裝)  

臺灣最好的時刻 1977-1987: 民族記

憶美麗島/吳乃德作; 劉開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12 .-- 約 279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3-8-3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80 .-- ISBN 

978-626-95003-9-0 ( 線 上 有 聲 書

(WAV)) NT$380  

墜入深淵的中國/余杰著 .-- 臺北市 : 

亞太政治哲學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29-2-6 (EPUB )  

*論文就是要這樣寫/張芳全著 .-- 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36-1 (PDF)  

論文就是要這樣寫/張芳全著 .-- 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39-2 (EPUB)  

*養出孩子的抗毒力!0-6 歲健康育兒

懶人包: 預防環境危害、認識幼兒疾

病大魔王,現代爸媽必讀的全方位健

康育兒指南/黃昌鼎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73-8 (PDF)  

*養出孩子的抗毒力!0-6 歲健康育兒

懶人包: 預防環境危害、認識幼兒疾

病大魔王,現代爸媽必讀的全方位健

康育兒指南/黃昌鼎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78-3 (EPUB)  

*樂在 C 語言/蔡明志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2-983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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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489-540-3 (EPUB)  

*踐行者: 張曉雄的創作人生/張曉雄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7-498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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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888-9 

(EPUB)  

撒但的詭計: 如何看穿並攻克牠/華

倫.魏斯比(Warren W. Wiersbe)著; 江

惠蓮, 周先俐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橄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56-912-9 (PDF)  

數位肢體語言讀心術: 在數位生活中,

當字面意思,變成 「我不是那個意

思」......透過螢幕溝通有訣竅!/艾芮

卡.達旺(Erica Dhawan)著; 李宛蓉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26-0 

(PDF)  

數位肢體語言讀心術: 在數位生活中,

當字面意思,變成 「我不是那個意

思」......透過螢幕溝通有訣竅!/艾芮

卡.達旺(Erica Dhawan)著; 李宛蓉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27-7 

(EPUB)  

質性教育研究方法/黃瑞琴著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37-8 (PDF)  

質性教育研究方法/黃瑞琴著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40-8 (EPUB)  

增益受沙彌尼戒儀軌/惟俊比丘尼彙

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南林, 11010 .-- 

25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08-

8-8 (平裝)  

諸神的戰爭: 希臘神話裡的榮耀與輓

歌 / 江 逐 浪 著  .-- 臺 北 市  : 大 旗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63-2-2 (EPUB)  

德國幼兒園的無玩具大挑戰: 沒有玩

具更好玩!小小孩的玩具斷捨離,極簡

玩出無限創造力/莊琳君作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21-5 (PDF)  

德國幼兒園的無玩具大挑戰: 沒有玩

具更好玩!小小孩的玩具斷捨離,極簡

玩出無限創造力/莊琳君作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23-9 (EPUB)  

練習好心情: 讓人際關係和工作都順

遂的八十八個小習慣/有川真由美著; 

張智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59-0 (EPUB)  

德國製造的細節/葉克飛著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1-45-1 (PDF)  

德國製造的細節/葉克飛著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1-46-8 (EPUB)  

蔚然成風: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38

年回顧與展望= Thirty-eight years of 

becoming the College of Medicine, 

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/翁慧

卿, 王秀雲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成大醫

學院, 1101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43-4-1 (平裝)  

寫給年輕人的國文課: 國學經典裡的

處世智慧/張一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任性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49-1-3 (PDF)  

寫給年輕人的國文課: 國學經典裡的

處世智慧/張一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任性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49-2-0 (EPUB)  

編輯七力/康文炳作; 徐壽柏朗讀 .-- 

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0 .-- 約 45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12-3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數據長與數據驅動型組織: 擁抱大數

據時代的衝擊/葉宏謨, 鄭伯壎, 王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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裕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06-4 (PDF)  

質 樸 堅 毅 : 張 其 昀 日 記 (1949-

1950,1952)/張其昀原著; 中國文化大

學圖書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36-32-7 (PDF)  

質 樸 堅 毅 : 張 其 昀 日 記 (1949-

1950,1952)/張其昀原著; 中國文化大

學圖書館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

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36-34-1 (EPUB)  

質樸堅毅: 張其昀日記(1973)/張其昀

原著;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6-33-4 (PDF)  

質樸堅毅: 張其昀日記(1973)/張其昀

原著;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6-35-8 (EPUB)  

樂齡食品衛生與營養/余佩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鑫富樂文教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52-2-5 

(PDF) NT$250  

樂齡食品衛生與營養/余佩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鑫富樂文教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52-3-2 

(EPUB) NT$250  

影 響 力 革 命 / 羅 納 德 . 柯 恩 (Ronald 

Cohen)作; 張嘉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70-4 (PDF)  

影 響 力 革 命 / 羅 納 德 . 柯 恩 (Ronald 

Cohen)作; 張嘉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71-1 (EPUB)  

默/默言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29-5 (PDF)  

靜心冥想的練習(暢銷經典版)/雪倫.

薩爾茲堡(Sharon Salzberg)著; 李芸玫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01-99-3 (EPUB) NT$294  

樹木教我的人生課: 遇到困難時,我

總是在不知不覺間 ,向樹木尋找答

案....../禹鐘榮(우종영)著; 盧鴻金譯 .-

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橡 樹 林 文 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19-0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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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/ 黛 芬 . 佳 冬 . 史 隆 (Delphine 

Gaston-Sloan)著; 詹文碩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墨刻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9-662-4 (EPUB)  

戰地春夢. 下/厄尼斯特.海明威原作; 

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10 .-- 約 29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48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250  

糖尿病,你吃對了嗎?: 營養科醫師的

飲食調養黃金法則,讓你安全、有效、

快速穩定血糖/陳偉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都會文化, 11009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6-2-2 (EPUB)  

學英文要用拆的/仲華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華人世紀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7858-72-6 (PDF) 

NT$250  

靜思法髓溯源/釋證嚴作 .-- 臺北市 : 

靜思人文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36-8-1 (EPUB)  

貓咪這樣吃不生病: 人氣獸醫師給貓

主子的 46 道手作鮮食,日常保健 X 對

症飲食 X 主僕共餐,讓愛貓幸福長壽

/浴本涼子著; 胡汶廷譯 .-- 新北市 : 

蘋果屋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13-2-7 (EPUB)  

*奮起飛揚在人間/慧傳法師著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7-600-5 (PDF)  

曉部五曲: 彩繪部落的樂章/起部走

作  .-- 初 版  .-- 高 雄 市  : 起 部 走 , 

11010 .-- 5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49-0-7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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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3-55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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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3-57-7 (EPUB)  

戰勝節奏 . 基礎篇= Solfège/戴仁文

著  .-- 再 版  .-- 桃 園 市  : 戴 仁 文 , 

11010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60-9 (平裝) NT$350  

儒雅鴻志一書生: 陳校長雅鴻博士紀

念專輯/陳小雀, 陳慶煌, 彭春陽, 莊壽

男, 陳雙喜, 劉坤原, 王秀琦, 林正惠, 

卓忠宏, 黃任佑, 黃富娟, 郭韋見作; 

陳小雀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

小雀, 11011 .-- 12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31-9 (平裝) NT$350  

親愛的,妳還可以是妳自己: 許書華

醫師陪妳聊那些童話故事後的未完

待續 /許書華作  .-- 臺北市  : 如何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6-608-1 (EPUB)  

*學會選擇,懂得放棄,歡喜收割: 斷捨

離的人生從此超展開/孫郡鍇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87-2 (EPUB) 

NT$188  

學會寵愛自己,走到哪裡都是女神降

臨: 不看眼色、不受擺布、不為別人

而活,向 7 位希臘女神學習做一名極

品女人/恩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905-3 (PDF)  

瓢蟲圖鑑 /林義祥 , 虞國躍著 .-- 二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10-4 (EPUB) 

NT$553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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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98-722-2 (PDF)  

*懂人性,識人心,講人情,厚黑學也能

玩得很高級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8-81-0 (EPUB) NT$188  

*黏土多肉植物盆組設計: 四十四款

從初階至高階的調色配方與比例秘

笈/曾品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, 11011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5-1-

6 (平裝) NT$1500  

獲利的引擎: 我的存股變飆股/溫國

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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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41-3 (PDF)  

獲利的引擎: 我的存股變飆股/溫國

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43-7 (EPUB)  

謝沅瑾虎年生肖運勢大解析: 史上最

萬用的開運工具書,謝老師親算二 0

二二農民曆、流年流月,一書在案,平

安加持財旺運開!/謝沅瑾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35-4 (PDF)  

謝沅瑾虎年生肖運勢大解析: 史上最

萬用的開運工具書,謝老師親算二 0

二二農民曆、流年流月,一書在案,平

安加持財旺運開!/謝沅瑾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40-8 (EPUB)  

還是要抱著溫暖的鍋子說晚安/彩瀨

圓作著; 王蘊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皇冠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3-3819-2 (PDF) NT$225  

擱淺在日子上的傷,不用急著好起來/

城旭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

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11-8-0 (PDF)  

擱淺在日子上的傷,不用急著好起來/

城旭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

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07-1-7 (EPUB)  

雖然憂鬱,卻還是想努力活著: 不逃

避就是最大的勇氣!從不知所措到坦

然面對,我與憂鬱、焦慮、輕微強迫

症共處的真實故事/李荷妮著; 袁育

媗 譯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聯 經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74-0 (PDF)  

雖然憂鬱,卻還是想努力活著: 不逃

避就是最大的勇氣!從不知所措到坦

然面對,我與憂鬱、焦慮、輕微強迫

症共處的真實故事/李荷妮著; 袁育

媗 譯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聯 經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080-1 (EPUB)  

戲劇療育: 回家系列: 小丑默劇舞台

劇 編劇視角/岳淑君(叔軍)作 .-- 臺中

市 : 岳淑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17-3 (PDF)  

懂錢滾錢: 打造最強個人財務系統,

美國「預算天后」改造 100 萬人的

財 富 指 引 / 蒂 芙 尼 . 阿 里 奇 (Tiffany 

Aliche)著; 周怡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76-6 (PDF)  

懂錢滾錢: 打造最強個人財務系統,

美國「預算天后」改造 100 萬人的

財 富 指 引 / 蒂 芙 尼 . 阿 里 奇 (Tiffany 

Aliche)著; 周怡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牌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41-78-0 (EPUB)  

*謝謝你 生命的導航者/麥英秀總編

輯 .-- 臺中市 : 東海圖書館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8-094-3 

(PDF)  

韓檢初級大數據重點單字/吉政俊著; 

陳慧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74-5 (PDF)  

*韓檢初級大數據重點單字/吉政俊

著; 陳慧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
月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5-79-0 (EPUB)  

療癒人與動物的直傳靈氣 /朱瑞欣

(Alvi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

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19-1-3 (PDF)  

療癒之島: 在 60 種森林香氣裡,聞見

台灣的力量/溫佑君, 楊智凱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53-6 (EPUB)  

療癒身心的書目療法: 在對的時間讀

到對的書,透過 7 個選書練習,釋放每

個過度努力的你!/寺田真理子著; 黃

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墨刻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669-3 (EPUB)  

聯藝攝影年鑑. 2022 年/劉信宏編輯 .-

- 桃園市 : 聯藝攝影雜誌, 11012 .-- 

208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3995-5-5 (精裝)  

繁 體 中 文 寫 作 基 礎 教 材 : 華 語

1183(全)拼音、單字、造詞(中英對

照)/Elizabeth Yueh(叔軍)作 .-- 臺中市 : 

岳淑君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18-0 (PDF)  

總體經濟學題庫/謝德宗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281-4 (PDF)  

翻身!上班族財富自由之路: 從扛債

青年走向致勝投資人,如何啟動致富

腦,打敗死薪水,用房產、股市翻轉人

生實作/林裕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凱信企管顧問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03-5-1 (PDF)  

醫易閑話: 古傳中醫傳人胡塗醫,貫

通醫道與易學的 88 堂醫易合一課/胡

塗醫(Kevin Hu)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693-4 (EPUB)  

翻倍效率工作術: 不會就太可惜的

Excel 必學函數/鄧文淵總監製; 文淵

閣工作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14-8 (PDF)  

*簡報+/韓明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2-984-5 (PDF)  

簡單做就好吃: 中式大餅/陳佳琪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289-657-0 

(EPUB) NT$20  

翻轉職涯!轉職 PM 的必備工作力 X

與工程師的協作心法/Rafeni(李星玟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28-9 (PDF)  

翻轉職涯!轉職 PM 的必備工作力 X

與工程師的協作心法/Rafeni(李星玟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51-7 (EPUB)  

繪本的夢想與實際: 幾米分享創作心

得/幾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
化, 1101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7-58-1 (平裝) NT$850  

繪本的夢想與實際: 幾米分享創作心

得/幾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63-5 (EPUB)  

繪本教學力/葉惠貞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69-1 (PDF)  

繪本教學力/葉惠貞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25-370-7 

(EPUB)  

寵物生命禮儀: 陪你打理好牠的身後

事,讓你們之間留愛不留遺憾/林元鴻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1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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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26-5 

(EPUB)  

關注細節,巨大成就來自每個影響成

敗的小心眼/馬銀春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達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8-80-3 (EPUB) NT$188  

關係結束後,成為更好的自己: 分手、

離婚、喪偶,重建自我的 19 段旅程/

布魯斯.費雪(Bruce Fisher), 羅伯特.艾

伯提(Robert Alberti)著; 熊亭玉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09-4 (EPUB)  

壞掉的教養: 血緣的距離最近,心的

距離卻最遠/周雲煒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07-7 (EPUB)  

羅興亞人,一個不被承認的民族: 民

主化浪潮中,緬甸國族建構最危險的

敵人/法蘭西斯.韋德(Francis Wade)著; 

洪世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

羅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38-4 (EPUB)  

蘋果、亞馬遜都在學的豐田進度管

理: 不白做、不閒晃、不過勞,再也

不會說「來不及」/桑原晃彌作; 李

貞慧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48-2 (EPUB)  

獻給心靈的生命之書: 十個富足人生

的步驟,打開內在智慧並通往永恆快

樂/喬.鮑比(JoBowlby)著; 盧相如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菓子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5-7-5 

(PDF)  

獻給心靈的生命之書: 十個富足人生

的步驟,打開內在智慧並通往永恆快

樂/喬.鮑比(JoBowlby)著; 盧相如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菓子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5-8-2 

(EPUB)  

懺摩儀軌(化制二教懺悔行法)/惟俊

比丘尼彙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南林, 

11010 .-- 41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308-6-4 (平裝)  

*鐵版神數入門/梁湘潤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22-9 (PDF)  

蘭室: 世紀老宅第的新故事/蘭室作 .-

- 桃園市 : 蘭室文創, 11011 .-- 52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94-0-7 (平

裝)  

護理之家進階消防教育訓練/李皖菁, 

黃心樹編著 .-- 臺中市 : 中臺科大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5351-6-8 (PDF)  

鐵道部園區市定古蹟清代機器局遺

構東側圍牆與石板道修復再利用工

程工作報告書/葉俊麟, 洪澍顯, 洪煒

茜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博物館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32-443-8 (PDF) NT$270  

歡迎光臨老妹的灶下!從醬料 X 冷盤

X 西式烘焙 X 中式麵點 X 家常菜 X

甜點的 50 道低碳無糖全食譜/老妹的

灶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春光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3-57-0 (EPUB)  

歡迎來到末日戰場哈米吉多頓: 跟著

考古隊重探聖經古戰場,一段錯綜複

雜的近代挖掘史詩 /艾瑞克 .克萊恩

(Eric H. Cline)著; 張毅瑄譯 .--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76-7 (EPUB) 

NT$434  

讀詞筆記/李文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296-8 (PDF)  

讀寫素養神救援!: 從新古文觀止打

造寫作實力的 25 堂課/高詩佳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00-29-8 

(EPUB)  

讀懂孫子兵法與易經/嚴定暹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95153-1-8 (全套:

平裝) NT$630  

聽寶寶說話/周育如作 .-- 第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04-1 (EPUB)  

變富: 創造財富的 100 種關鍵突破法

/史帝夫.錢德勒(Steve Chandler), 山姆.

貝克福(Sam Beckford)作; 文佳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60-6 (EPUB)  

顯微鏡下的古人生活/新週刊雜誌社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274-3 (EPUB)  

讓我做你的腎上腺素/手拉心(Solaxin)

文 .圖  .-- 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究竟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7-351-5 (EPUB)  

觀音心 妙善情/陳金龍原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寶錸國際, 11011 .-- 152 面; 
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11-1-5 (第

2 冊:平裝) NT$380  

鬱 兒 年代 : 跟 父母 聊鬱 ,幫 孩 子療

鬱,7-15 歲兒童憂鬱症的理解與陪伴/

下山晴彥監修; Mio 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意識文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783-22-7 (PDF)  

鬱 兒 年代 : 跟 父母 聊鬱 ,幫 孩 子療

鬱,7-15 歲兒童憂鬱症的理解與陪伴/

下山晴彥監修; Mio 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意識文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6783-23-4 (EPUB)  

*島嶼 DNA/陳耀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01-7 (EPUB)  

哲學概論/趙雅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書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2-64-4 (PDF) NT$270  

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?/王文方著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7-377-7 

(EPUB)  

老莊哲學/胡哲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書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2-63-7 (PDF) NT$350  

*老子的哲學/王邦雄著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97-5 (EPUB)  

莊子淺說/陳啟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書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2-65-1 (PDF) NT$230  

莊子篇目考/張成秋撰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2-66-8 (PDF) NT$270  

*新譯鬼谷子/王德華, 趙鵬團注譯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7-428-6 

(EPUB)  

為何家會傷人: 讓愛不再是負擔/武

志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6-12-8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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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理學/陳立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中華書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12-62-0 (PDF) NT$690  

新譯金剛經/徐興無注譯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79-1 (EPUB)  

*新譯六祖壇經/李中華注譯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26-2 (EPUB)  

*新譯坐忘論/張松輝注譯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427-9 (EPUB)  

無語問上帝/楊腓力(Philip Yancey)著; 

白陳毓華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8-899-3 (EPUB)  

恩典多奇異/楊腓力(Philip Yancey)著; 

徐成德譯  .-- 新北市  : 校園書房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8-898-6 (EPUB)  

撒但的詭計: 如何看穿並攻克牠/華

倫.魏斯比(Warren W. Wiersbe)著; 江

惠蓮, 周先俐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橄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56-914-3 (EPUB)  

放眼地極/黃約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橄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56-913-6 (EPUB)  

何必上教會?/楊腓力(Philip Yancey)

著; 屈貝琴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8-896-2 (EPUB)  

*神的将领. III, 医治布道家/罗伯兹.

李 亚 敦 (Robers Liardon) 著 ; 柯 美 玲

译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以琳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209-86-1 

(PDF)  

大 腦 喜 歡 這 樣 學 / 芭 芭 拉 . 歐 克 莉

(Barbara Oakley)著; 黃佳瑜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68-4 (PDF)  

大 腦 喜 歡 這 樣 學 / 芭 芭 拉 . 歐 克 莉

(Barbara Oakley)著; 黃佳瑜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4-069-1 

(EPUB)  

*中醫基礎理論學 /朱忠春, 范玉櫻, 

彭美鳳, 楊光正編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96-8 (EPUB)  

異時共生: 抗老血漿置換術/潘扶適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12-7 (PDF)  

為何家會傷人: 讓愛不再是負擔/武

志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6-14-2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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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5-05-3 

(EPUB)  

迎戰 108 新課綱: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. 

Level 5/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常春藤有聲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95230-2-3 (PDF)  

迎戰 108 新課綱: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. 

Level 6/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常春藤有聲 , 11009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95230-1-6 (PDF)  

怎麼說,孩子會聽 VS.如何聽,孩子願

意說: 協助親子改善溝通、促進良好

關係 的六堂課 /安戴爾 .法伯 (Adele 

Faber), 依蓮.馬滋麗許(Elaine Mazlish)

作; 陳莉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

寶國際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273-6 (EPUB)  

*布農族/黃應貴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30-9 (EPUB)  

*鄒族/王嵩山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32-3 (EPUB)  

*雅美族/余光弘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31-6 (EPUB)  

平等與差異: 漫遊女性主義/劉亞蘭

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75-3 

(EPUB)  

四大合協/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13-3 (PDF)  

四大合協/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15-7 (EPUB)  

慈濟 55 周年四大志業: 慈善/醫療/教

育/人文/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,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, 慈濟學校財

團法人,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14-0 (PDF)  

慈濟 55 周年四大志業: 慈善/醫療/教

育/人文/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,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, 慈濟學校財

團法人,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16-4 (EPUB)  

先別急著吃棉花糖/愛倫.辛格(Ellen 

Singer), 喬辛 .迪 .波沙達 (Joachim de 

Posada)合著; 張國儀譯 .-- 臺北市 : 方

智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5-644-8 (EPUB)  

*中西古代史學比較/杜維運著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391-3 (EPUB)  

清代史學與史家/杜維運著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39-2 (EPUB)  

新譯史記: 名篇精選/韓兆琦注譯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9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7-378-4 

(EPUB)  

*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(1920-1960)/楊

奎松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429-3 (EPUB)  

英格蘭的史詩: 務實.法治.傳統.中庸,

揭開千年淬鍊的島國認同/羅伯特.圖

姆斯(Robert Tombs)著; 黃中憲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2-08-2 (PDF)  

英格蘭的史詩: 務實.法治.傳統.中庸,

揭開千年淬鍊的島國認同/羅伯特.圖

姆斯(Robert Tombs)著; 黃中憲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城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2-10-5 (EPUB)  

弗萊明: 抗生素大使/郭怡汾著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41-5 (EPUB)  

馬丁.路德.金恩: 我有一個夢想/胡其

瑞著  .-- 臺北市  : 弘雅三民圖書 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376-0 (EPUB)  



188 

 

蘇軾思想探討/凌琴如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2-67-5 (PDF) 

NT$180  

毓老真精神/張輝誠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96-6 (EPUB)  

用句子背單字 GEPT 全民英檢中級

單字/何誠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合傳

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84-39-6 (PDF)  

情典的生成: 張學與紅學/周芬伶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7-494-2 (EPUB)  

新譯詩經讀本/滕志賢注譯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40-8 (EPUB)  

有所思,乃在大海南/朱天文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93-5 

(EPUB)  

*雪樓小品/洛夫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394-4 (EPUB)  

離別賦/張輝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INK 印刻文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87-497-3 (EPUB)  

炎夏之都: 1982/1987/朱天文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92-8 

(EPUB)  

童話故事/童偉格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95-9 (EPUB)  

貳零貳零 臺灣詩選/達瑞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二魚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37-3-4 (PDF)  

逃離紫禁城: 一位滿清郡主的傳奇/

董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

11009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11-0 (PDF)  

建築師的學徒 /艾莉芙 .夏法克 (Elif 

Shafak)著; 謝佩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識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97-6-8 (EPUB)  

失戀排行榜/尼克.宏比(Nick Hornby)

著; 盧慈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田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32-6 (EPUB)  

異世界萌怪漫畫造型入門: 不藏私萌

寵漫畫技法教學/蔡蕙憶(橘子)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86-819-1 

(PDF)  

*西方戲劇史/胡耀恆著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392-0 (EPUB) 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