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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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
目錄學；文獻學 

地下躁音 : 37.5 個練習 / 廖英良, 盧

依琳, 奚浩, 孫百儀, 康椒媛, 連思瑜, 

劉耀中, 張立雯, 張瀞尹, 楊婧函, 地

下躁音讀書會成員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東海書苑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77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550-1-

1 (平裝) NT$290  

1.推薦書目  012.4  

傷心困頓時,還好繪本接住了我 : 寫

給為人生焦慮困惑的你,撫慰心靈的

30 堂繪本課 / 李貞慧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86 面; 22 公分 .-- (英文繪本

讀 書 會 ) .-- ISBN 978-957-08-6135-8 

(平裝)  

1.推薦書目 2.繪本 3.閱讀治療  

012.4  

高效所得者的快速閱讀法則 / 金川

顯教作 ; 黃怡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(Biz ; 336)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66-6 (平裝) NT$340  

1.讀書法 2.閱讀指導  019.1  

圖書資訊學；檔案學 

圖書館鏈結資料入門指引 / 陳亞寧, 

牛惠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圖

書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78-710-2 (平裝) NT$100  

1.鏈結資料 2.機讀編目格式 3.圖書

館  023.4  

國學 

國學常識 / 曹伯韓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405-4 (平裝) NT$350  

1.漢學  030  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 

漫畫大英百科. 文明文化. 5 : 未來職

業 / Bombom Story 文 ; 金德永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68 面; 25 公分 .-- (漫畫

大英百科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708-5 (精裝) NT$450  
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3.漫畫  

049.41  

連續性出版品；期刊 

建中學報. 第二十七期 / 沈容伊總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

學, 11012 .-- 17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2-64-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期刊  051  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 

博物館歷史學 = Doing history in the 

museum / 黃貞燕, 謝仕淵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2-468-

1 (全套:平裝) NT$1140  

1.博物館學 2.文集  069.07  

博物館歷史學 = Doing history in the 

museum / 黃貞燕, 謝仕淵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

版 ;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發

行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77-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

532-478-0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博物館學 2.文集  069.07  

佳山 100 : 北投文物館建築一世紀 = 

The 100th year anniversary of the 

architecture's accomplishment of Beitou 

Museum / 李莎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財 團 法 人 福 祿 文 化 基 金 會 , 

11012 .-- 2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3025-6-3 (平裝) NT$800  

1.北投文物館 2.博物館建築 3.民俗

文物  069.833  

開啟宜蘭之窗 :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

館成果簡介(2016-2020) = Opening a 

window on Yilan : a status report for the 

Lanyang Museum(2016-2020) / 蘇美如

主編 .-- 宜蘭縣頭城鎮 : 宜蘭縣立蘭

陽博物館, 11011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18-66-3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 069.833  

*蒐藏全世界 : 史隆先生和大英博物

館的誕生 / 詹姆士.德爾柏戈(James 

Delbourgo)著 ; 王品元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左岸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1 .-- 608 面; 

22 公分 .-- (左岸科學人文 ; 329) .-- 

ISBN 978-626-95354-4-6 ( 平 裝 ) 

NT$700  

1.史隆(Sloane, Hans, Sir, 1660-1753) 2.

大英博物館 3.博物館學家 4.蒐藏品 

5.自然史  069.841  

普通論叢 

一生可以帶著走的能力 / 王力行作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48 面; 21

公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14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93-6 (精裝) NT$500  

1.言論集  078  

追著光,大步前行 : 震怡文教基金會

文化講座選輯 . 2018 / 梁怡敏總編

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震怡文教基

金會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怡

園講 座系 列  ; 5) .-- ISBN 978-986-

89142-7-8 (平裝)  

1.言論集  078  

傻瓜的圍牆 / 養老孟司著 ; Monica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一起來

思) .-- ISBN 978-626-95396-3-5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言論集  078  

哲學類 

總論 

另類哲學論 / 山中來人著 .-- 臺北市 : 

獵海人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30-5-5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哲學  100  

再思台灣主體性 : 穿越身分幻影與

越界正義可能性  / 聶雅婷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174 面; 23 公分 .-- 

(哲學宗教類  ; PC0844)(Viewpoint ; 

43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

01-2 (平裝) NT$2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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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哲學人類學 2.文化人類學  

101.639  

中西印哲學文集 / 張君勱著 ; 程文熙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15-1878-7 (全套:平裝) NT$1500  

1.哲學  107  

走我自己的路 / 李澤厚作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708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厚論

著集) .-- ISBN 978-957-14-7344-4 (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345-1 (精裝)  

1.哲學 2.美學 3.文集  107  

我的哲學提綱 / 李澤厚作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厚論

著集) .-- ISBN 978-957-14-7353-6 (精

裝)  

1.哲學 2.文集  107  

學術思想概論 

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/ 李澤厚作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428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

厚論著集) .-- ISBN 978-957-14-7356-7 

(精裝)  

1.中國哲學史  112  

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第九

屆 /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.-

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, 

11011 .-- 8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96-396-5 (平裝) NT$700  

1.學術思想 2.中國哲學 3.文集  

112.07  

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/ 李澤厚作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

厚論著集) .-- ISBN 978-957-14-7355-0 

(精裝)  

1.中國哲學史 2.近代哲學  112.7  

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/ 李澤厚作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452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

厚論著集) .-- ISBN 978-957-14-7357-4 

(精裝)  

1.中國哲學史 2.現代哲學  112.8  

中國哲學 

諸子中以數字顯現的百家之學 / 董

金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

版社, 11012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(文

史哲學集成 ; 739) .-- ISBN 978-986-

314-577-6 (平裝) NT$300  

1.先秦哲學  121  

易經錯了幾千年 : 世界唯一。易經

宇宙觀卦論。31 火天大有卦 / 林永

昌著 .-- 高雄市 : 林永昌, 11011 .-- 219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57-

6 (平裝) NT$500  

1.易經 2.注釋  121.1  

无闷斋野语解周易 / 童昌森著 .-- 第
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11 .-

- 300 面; 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無悶齋

野語解周易 .-- ISBN 978-986-06898-9-

1 (平裝) NT$480  

1.易經 2.注釋  121.12  

縱橫古今周易神解 / 張震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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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934 面; 21 公分 .-- (Easy 

quick ; 182) .-- ISBN 978-986-488-224-3 

(平裝) NT$800  

1.易經 2.注釋  121.12  

孔道追尋的變與不變 : 以朱次琦、

簡朝亮和伍憲子為討論中心 = The 

unending quest for the Confucian way : 

with reference to Zhu Ciqi, Jian 

Chaoliang and Wu Xianzi / 劉志輝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

( 大 學 叢 書 . 新 亞 文 商 學 術 叢 刊  ; 

1707005) .-- ISBN 978-986-478-552-0 

(平裝)  

1.儒家 2.儒學  121.2  

公民儒學的誕生 : 儒學在當代社會

的新內涵 / 林安梧著 .-- 臺北市 : 商

周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

- 6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80-2 (平裝) NT$600  

1.儒學 2.文集  121.207  

論語之鄉黨篇 / 癡翁編撰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借經問

心 ; 10) .-- ISBN 978-986-6574-94-8 (平

裝)  

1.論語 2.研究考訂  121.228/10  

論語之先進篇 / 癡翁編撰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借經問

心 ; 11) .-- ISBN 978-986-6574-95-5 (平

裝)  

1.論語 2.研究考訂  121.228/11  

原來孟子這樣說  / 傅佩榮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傅佩榮作

品集 ; 23) .-- ISBN 978-986-450-382-7 

(平裝) NT$320  

1.(周)孟軻 2.孟子 3.學術思想 4.研究

考訂  121.26  

尋覓,荀祕,先秦時代最後一位大儒 : 

即使禮崩樂壞,世界還是會照常運轉 

/ 高專誠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94 面; 
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70-1 (平裝) NT$420  

1.(周)荀況 2.學術思想 3.先秦哲學 4.

傳記  121.27  

明公啟示錄 : 范明公解密<<道德經

>>. 2, 從帛書<<老子>>談為人處世的

最佳方針 / 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
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84-1 (平裝) 

NT$300  

1.道德經 2.注釋  121.311  

貓科莊子 / 曾暐傑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好優文化, 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3-3-2 (平裝) 

NT$350  

1.莊子 2.通俗作品  121.331  

龔鵬程學.思.俠.遊特輯 : 遊的精神文

化史論 / 龔鵬程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

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1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5-46-

8 (平裝) NT$480  

1.龔鵬程 2.學術思想 3.中國哲學  

128.99  

西洋哲學 

沉思錄 : 讀了一百年還要再讀一百

年的書 / 馬可.奧里略(Marcus Aurelius)

原著 ; 尹耀中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名家名譯 ; 8) .-- 

ISBN 978-626-95361-3-9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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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安東尼(Antoninus, Marcus Aurelius, 

121-180)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 141.75  

大英百科全書草稿 / 胡塞爾(Edmund 

Husserl)著 ; 黃文宏譯注 .-- 初版 .-- 新

竹市 :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, 11012 .-

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中德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6116-95-7 (平裝) NT$400  

1.現象學  143.67  

內時間意識現象學 / 埃德蒙德.胡塞

爾(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)著 ; 

倪梁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典名著文庫 ; 155)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85-9 ( 平 裝 ) 

NT$620  

1.現象學  143.67  

休謨主義的人性科學 : 人性論、因

果問題、歸納推理、自我理論 / 劉

燁, 曾紀軍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68
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953-4 (平裝) NT$355  

1.休謨(Hume, David, 1711-1776) 2.學

術思想 3.哲學  144.47  

羅素回憶錄 : 生平自述、人物紀事

與散文 / 伯特蘭.羅素(Bertrand Russell)

著 ; 李政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452-8 (平裝) NT$450  

1.羅素(Russell, Bertrand, 1872-1970) 2.

回憶錄 3.學術思想 4.哲學  144.71  

批判哲學的批判 : 康德述評 / 李澤厚
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68 面; 21 公分 .-

- (李澤厚論著集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52-9 (精裝)  

1.康德(Kant, Immanuel, 1724-1804) 2.

康德哲學 3.批判哲學  147.45  

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 / 埃德蒙德.胡

塞爾(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)

著 ; 倪梁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

184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名著文庫 ; 

156) .-- ISBN 978-626-317-432-0 (平裝) 

NT$220  

1.胡塞爾(Husserl, Edmund, 1859-1938) 

2.學術思想 3.哲學  147.71  

榮格.占星學 / 瑪姬.海德(Maggie Hyde)

著 ; 趙婉君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立

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16 面; 

21 公分 .-- (新世紀叢書) .-- ISBN 978-

986-360-183-8 (平裝) NT$400  

1.榮格(Jung, C. G.(Carl Gustav), 1875-

1961) 2.精神分析學 3.占星術  

149.64  

邏輯學 

如何思考怪誕現象 : 美國大學通識

課告訴你,辨識真偽的思考法則與練

習 / 小狄奧多.希克(Theodore Schick 

Jr.), 路易斯.沃恩(Lewis Vaughn)著 ; 

張簡守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

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2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4-17-9 (平裝) NT$680  

1.推理 2.辯論  159.4  

心理學 

回家路上的心理學 : 東、西方交織

的心理治療講堂 = The psychology on 

the way home / 周勳男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 市  : 全 佛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周勳男作

品 ; 1) .-- ISBN 978-626-95127-1-3 (平

裝) NT$360  

1.心理學 2.心理治療  170  

理性是什麼? : 為什麼理性如此重要,

以及我們如何變得更理性 / 史蒂芬.

平克(Steven Pinker)著 ; 陳岳辰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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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1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96-3 (平裝) 

NT$550  

1.理性心理學 2.認知心理學  170  

傳說裡的心理學. 1, 變形與狐仙 / 鐘
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1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77-8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心理學 2.通俗作品  170  

傳說裡的心理學. 2, 異婚與冥戀 / 鐘
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78-5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心理學 2.通俗作品  170  

傳說裡的心理學. 3, 厲鬼與妖怪 / 鐘
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3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79-2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心理學 2.通俗作品  170  

飛越創傷 : 蛻變的奧祕 / 烏蘇拉沃爾

茲(Ursula Wirtz)著作 ; 呂曉婷(Kathy 

Lu), 李佳怡(Ann Chia-Yi Li)翻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

公司出版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1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- (蘇

黎世榮格分析心理學講座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5514-89-1 ( 平 裝 ) 

NT$680  

1.分析心理學 2.心理創傷 3.心理治

療  170.181  

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 : 戀愛心理學 / 

佛洛伊德作 ; 李慧泉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成功講

座 ; 127) .-- ISBN 978-986-392-401-2 

(平裝) NT$260  

1.性學 2.性心理  172.7  

幼兒行為輔導 = Guidance to positive 

children's behavior / 阮震亞, 楊惠卿, 

許莉莉, 李琇菁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華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7-9-

9 (平裝)  

1.兒童心理學 2.教育輔導 3.行為改

變術  173.1  

*童年 : 風、火、水、土,從四種氣質,

探索孩子的內在靈性心魂 / 卡洛琳.

馮 . 海 德 布 蘭 德 (Caroline von 

Heydebrand)著 ; 謝維玲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0487-71-8 (平裝)  

1.兒童心理學 2.教育心理學  173.1  

每天來點心理學,揭開隱祕的人性關

鍵字 : 30 個史上著名的心理學實驗,

帶你突破限制,邁向更好的自己 / 李

東龜著 ; 李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89-9 (平裝) NT$280  

1.青少年心理 2.親職教育  173.2  

男女對話辭典 / 男女大不同檢証委

員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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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8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54-

2 (平裝) NT$350  

1.成人心理學 2.兩性關係  173.3  

愛上女老闆 / 薇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101 .-- 192

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勵志 ; 56) .-- ISBN 

978-986-0762-11-2 (平裝) NT$280  

1.女性心理學 2.自我實現  173.31  

耆老的智慧 / 盧桂櫻著 .-- 初版 .-- 嘉

義縣中埔鄉 : 財團法人慧深佛教基

金會, 1101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8697-9-0 (平裝)  

1.老年 2.老年心理學 3.生活指導  

173.5  

自信 : 3 個使他們成長的故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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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95246-3-1 (精裝) NT$360  

1.自信 2.繪本  173.743  

九型人格覺醒指南 : 走過三階段蛻

變旅程,遇見更好的自己 / 碧翠絲.切

斯納(Beatrice Chestnut), 烏瑞尼.佩斯

(Uranio Paes)著 ; 謝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90-3 (平裝) NT$450  

1.人格心理學 2.人格類型 3.自我實

現  173.75  

自卑與超越 / 阿爾弗雷德.阿德勒著 ; 

愛羅譯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

文創社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1-17-0 (平裝)  

1.阿德勒(Adler, Alfred, 1870-1937) 2.

學術思想 3.精神分析學  175.7  

從殊途走向療癒 : 精神分析躺椅上

的 14 個人生故事 / 沃米克.沃爾肯

(Vamık Volkan)著 ; 成顥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7-226-8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精神分析 2.心理治療  175.7  

創傷與靈魂 : 探索人類發展的心靈

及靈魂面向,邁向自我整合之路 / 唐

納.卡爾謝(Donald Kalsched)著 ; 連芯, 

徐碧貞, 楊菁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448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PsychoAlchemy ; 32) .-- ISBN 978-986-

357-227-5 (平裝) NT$700  

1.心理創傷 2.精神分析 3.心理治療  

175.7  

精神分析引論 / 西格蒙德.佛洛伊德

(Sigmund Freud)著 ; 高覺敷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52-1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精神分析學  175.7  

體驗的世界 : 交織在精神分析的哲

學維度和臨床維度之間 / 羅伯.史托

羅洛(Robert D. Stolorow), 喬治.艾特

伍(George E. Atwood), 唐娜 .奧蘭治

(Donna M. Orange)著 ; 吳佳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(Psychotherapy ; 56) .-- ISBN 978-

986-357-225-1 (平裝) NT$500  

1.精神分析學  175.7  

催眠,不是讓你睡 : 這一刻起,你都要

聽我的!一位催眠師的診間手札 / 邰

啟揚, 吳承紅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10
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949-7 (平裝) NT$420  

1.催眠術 2.催眠療法  175.8  

心靈白開水 / 向立綱, 慧可見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

(慧可見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97841-

7-7 (卷 1:平裝) NT$200  

1.心靈學 2.靈修  175.9  

惡臭與芬芳 : 感官、衛生與實踐,近

代法國氣味的想像與社會空間 / 阿

蘭.柯爾本(Alain Corbin)著 ; 蔡孟貞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48 面; 23

公分 .-- (歷史. 世界史) .-- ISBN 978-

957-05-3387-3 (平裝) NT$600  

1.嗅覺 2.感覺生理 3.歷史 4.法國  

176.14  

曼陀羅九宮格思考法 / 胡雅茹著 .-- 

三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Guide 

book ; 378) .-- ISBN 978-626-320-045-6 

(平裝) NT$320  

1.思考 2.健腦法 3.學習方法  176.4  

在黑暗的日子裡,陪伴是最溫暖的曙

光 : 大熊貓與小小龍的相伴旅程 / 詹

姆斯.諾柏瑞(James Norbury)著 ; 鄭煥

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(fun ; 85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725-2 (精裝) NT$360  

1.情緒 2.生活指導  176.5  

拯救 3C 腦 : 終結數位焦慮,找回快樂

與 專 注 力  / 安 德 斯 . 韓 森 (Anders 

Hansen)著 ; 葉小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究 竟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心理系

列 ; 70) .-- ISBN 978-986-137-352-2 (平

裝)  

1.情緒管理 2.焦慮 3.壓力 4.數位科

技  176.5  

未來的幸福科學 / 丹尼爾.吉爾伯特

著 ; 郭曉燕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

起來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

- (一起來思) .-- ISBN 978-626-95396-

2-8 (平裝) NT$450  

1.幸福 2.生活指導  176.51  

別讓大腦不開心 : 神經科學家告訴

你「快樂」的祕密,讓我們打造更美

滿的生活 / 迪恩.柏奈特(Dean Burnett)

著 ; 鄧子矜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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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57-5 (平裝) NT$480  

1.快樂 2.腦部  176.51  

過得還不錯的一年 : 我的快樂生活

提案 / 葛瑞琴.魯賓(Gretchen Rubin)

著 ; 尤傅莉譯 .-- 二版 .-- [臺北市] : 早

安財經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生涯新智慧 ; 53) .-- ISBN 

978-986-99329-8-1 (平裝) NT$360  

1.快樂 2.自我實現  176.51  

讓悲傷從你的世界路過 : 做最幸福

的「普通人」,用盡全力感受生命中

的每一寸陽光 / 劉丙仁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73-2 (平裝) 

NT$375  

1.幸福 2.生活指導  176.51  

悲傷吧,沒有關係 / 孫嘉蕊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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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0 面; 21 公

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37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66-8 (平裝) NT$280  

1.失落 2.悲傷 3.死亡  176.52  

獨處練習 / 伊蓮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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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18-4 (平裝) NT$320  

1.孤獨感 2.生活指導  176.52  

克服憂慮實現夢想  / 戴爾 .卡耐基

(Dale Garnegie)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

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

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6-

821-8 (平裝)  

1.憂慮 2.情緒管理 3.生活指導  

176.527  

壓力歸零法 : 立即見效!精神科醫師

為你完整解說壓力,秒懂如何化解壓

力並擁抱壓力 / YUUKI YUU 監修 ; 

Ku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
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

- (勁草生活 ; 492) .-- ISBN 978-626-

320-047-0 (平裝) NT$350  

1.壓力 2.抗壓 3.生活指導  176.54  

怨念的毒情緒,使你傷更重 : 學會原

諒,把不對的人請出生命之外,才能找

回內心平靜與自在 / 杉山崇著 ; 陳畊

利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方言文化
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62-2 (平

裝) NT$320  

1.寬恕 2.自我實現  176.56  

我做了什麼會產生職業倦怠 : 停止

責備自己,放下讓你內疚、自責、不

安的惡劣職場 / 安珠延著 ; 梁如幸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0 面; 20 公

分 .-- (smile ; 177)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79-6 (平裝) NT$280  

1.疲勞 2.工作壓力 3.生活指導  

176.76  

心靈動力視角的<<老子>>與<<賽斯

書>> / 洪燕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36-

1 (平裝) NT$480  

1.意識 2.心靈學 3.自我實現  176.9  

感與知 : 讓「心」有意識 : 神經科學

大師剖析感受、心智與意識之間關

係的科學證據 / 安東尼歐.達馬吉歐

(Antonio Damasio)著 ; 李明芝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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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 21 公

分 .-- (科學新視野 ; 176)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65-9 (平裝) NT$300  

1.意識 2.腦部 3.神經生理學  176.9  

How about you? : 招來幸福之愛的形

式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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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9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5-5-0 (平

裝) NT$380  

1.自我實現 2.幸福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I'm Fine! : 清爽地活出自我的七個步

驟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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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7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5-4-3 (平

裝) NT$380  

1.自我肯定 2.靈修  177.2  

一個人,剛剛好 / 梁知夏君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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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

295-8 (平裝)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人生五大問題 / 安德烈.莫洛亞(André 

Maurois)作 ; 傅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

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13-9745-0 (平

裝) NT$320  

1.成功法 2.幸福  177.2  

工作與愛 : 超級菁英的條件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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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5-3-6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成功法 2.思考 3.生活指導  177.2  

上班時,別演太多內心戲 : 上班上累

的心 ,也需要節能省電。放下那些

「不用想的事」,活得粗神經一點吧! 

/ 井上智介著 ; 楊詠婷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仲間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24 面; 21

公分 .-- (Soulmate ; 13) .-- ISBN 978-

626-95004-2-0 (平裝) NT$340  

1.調適 2.自我實現 3.職場成功法  

177.2  

大腦充電中,60 秒改造全新人生 : 你

離成功只差這 101 種好習慣 / 阿爾伯

特.哈伯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8 面; 
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63-3 (平裝) NT$299  
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不完美的關係,與更好的我自己 / 何

妤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禾禾文化

工作室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(Automne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593-

2-0 (平裝) NT$40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兩性關係  

177.2  

正向專注力 : 180 秒實踐高績效人生,

奧運金牌、頂尖業務、世界大賽冠

軍隊都在用的心智鍛鍊法 / 傑森.塞

爾 克 (Jason Selk), 愛 倫 . 里 德 (Ellen 

Reed)著 ; 沈聿德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50) .-

- ISBN 978-986-398-731-4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思考 3.生活指導  177.2  

我的單程票 : 2021 中央大學優良導

師插圖繪本 / 林聖凱圖文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國立中央大學, 11011 .-- 56

面 ; 15X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653-9-2 (平裝) NT$200  
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 177.2  

我們與憂鬱症的距離 : 遺書教我的

事 / 趙士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沐

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25-9-1 (平

裝) NT$330  

1.生活指導 2.憂鬱症  177.2  

空間與心靈的淨化整理 : 一天一清

理,整頓空間、梳理心靈,讓人生不斷

翻新的日常練習 / 史蒂芬妮.班內特.

沃格特(Stephanie Bennett Vogt)著 ; 沈

台訓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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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8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04-5 (平

裝) NT$360  

1.自我實現 2.人際關係  177.2  

為什麼我總是不能勇敢做自己 : 相

信自己的價值,遠離不自覺的弱者行

為 ,你會比昨天更強大  / 偉恩 .戴爾

(Wayne W. Dyer)著 ; 葛窈君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

基地發行, 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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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626-7045-06-0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自信 2.成功法  177.2  

*財富豐盛吸引力 : 28 張豐盛牌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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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18-0 (平裝) NT$720  

1.成功法 2.靈修  177.2  

設限,才有好關係 : 不築牆也不揮霍

善良,斷絕讓自己累到厭世的偽關係 

/ 內達拉.格洛弗.塔瓦布(Nedra Glover 

Tawwab)著 ; 陳佳伶譯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Mind map ; 232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712-2 (平裝) NT$40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人際關係 

4.心理治療  177.2  

堅持力 / 伊庭正康作 ; 鍾嘉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61-7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 177.2  

場外人生 : 運動員送給迷惘的我們

20 種力量 / 曾荃鈺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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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愛生活 ; 

61) .-- ISBN 978-626-95026-7-7 (平裝) 

NT$400  
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 177.2  

超級智勝密碼 : 致生命總裁的十堂

課 / 太陽盛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顧問有限公司

臺灣分公司, 11105 .-- 冊 .-- (超級生

命密碼叢書  ; 28) .-- ISBN 978-986-

06449-3-7 ( 上 冊 : 精 裝 ) NT$3523 .-- 

ISBN 978-986-06449-4-4 (下冊:精裝) 

NT$3523  

1.成功法 2.靈修  177.2  

敬,那些沒有白走的路 : 所有的挫折

與驚喜,都值得感謝 / 張允曦(小 8)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24-5 (平

裝) NT$360  
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女性  

177.2  

對自己也當個好人 / 全娥論著 ; 李煥

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1

公分 .-- (大好時光 ; 51) .-- ISBN 978-

626-7089-01-9 (平裝) NT$320  
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 177.2  

與其在標準裡迷茫,不如活出自己的

模樣 / 獨慕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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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

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07-9-3 (平裝) NT$360  
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慣性討好 : 讓善良有底限,修復失衡

關係的 18 堂正向情感連結治癒課 / 

蘇絢慧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

- (Mind map ; 231) .-- ISBN 978-957-

658-700-9 (平裝) NT$380  

1.自我肯定 2.人際關係 3.生活指導  

177.2  

精進. 2 : 解鎖萬物的心智進化法 / 采

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

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

11101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6-308-5 (平裝)  
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 177.2  

練習忘記 : 比起記住曾經美好的記

憶力,你更需要遺忘痛苦的失憶力 / 

吳學剛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
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30-5 (平裝) NT$360  

1.生活指導 2.成功法  177.2  

熵增定律 : 讓無序回到有序的巨大

成功法則 = Entropy / 何聖君, 王怡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71-326-5 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 177.2  

擁抱幸福 13 招 / 太陽盛德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

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2 .-- 

362 面; 23 公分 .-- (超級生命密碼叢

書 ; 27) .-- ISBN 978-986-06449-2-0 (平

裝) NT$523  

1.成功法 2.靈修  177.2  

讀書.考試.一技之長;才能翻轉人生 / 

王世永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世界

紅卍字會台灣道慈事業發展基金會, 

1101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(道慈勵志

叢書 ; 1) .-- ISBN 978-626-95416-0-7 

(平裝)  
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3.格言  177.2  

人際關係與溝通 : 瞭解溝通技巧 / 胡

愈寧, 葉肅科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

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8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45-

8 (平裝)  

1.人際關係 2.溝通技巧  177.3  

掙脫煤氣燈操縱 : 辨識有毒關係、

走出情緒虐待,建立健康人際生活的

復原指南 / 艾美.馬羅-麥考伊(Amy 

Marlow-MaCoy)作 ; 朱崇旻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59-3 (平裝) 

NT$299  

1.應用心理學 2.人際關係 3.心理治

療  177.3  

關係的刻意練習 : 用超越 10000 小時

的刻意,留住你在乎的每一段關係 / 

楊雅筑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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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商周其他系列 ; 

BO0337) .-- ISBN 978-626-318-100-7 

(平裝) NT$360  

1.人際關係 2.生活指導  177.3  

劉必榮談判精華課 : 33 年經驗集大

成,上過這堂課,視野、思維無限寬廣 

/ 劉必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5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4-404-1 (精

裝)  

1.談判 2.談判理論 3.談判策略  

177.4  

行為改變技術理論與實際 / 黃慧娟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至潔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7632-82-1 (平裝)  

1.行為改變術 2.特殊教育  178.3  

心理咨询师手稿  / 宋兴川着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, 

11012 .-- 334 面; 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
心理諮詢師手稿  .-- ISBN 978-986-

376-246-1 (平裝) NT$500  

1.心理諮商  178.4  

一起,遇見美好的自己. 敘事治療親

子實踐篇 / 黃錦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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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拓展

系列 ; D217) .-- ISBN 978-957-693-960-

0 (平裝) NT$399  

1.心理治療 2.親子溝通 3.親子關係  

178.8  

大團體心理治療  / 沃米克 .沃爾肯

(Vamık D. Volkan)作 ; 成顥, 魏冉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7-228-2 (平裝) 

NT$480  

1.心理學 2.心理治療  178.8  

高敏感情緒自救手冊 : 如何避免感

情用事?怎樣掌控自己不被情緒淹沒? 

/ 卡魯恩.霍爾(Karyn D. Hall)著 ; 李恩

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

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4-15-5 (平裝) NT$380  

1.情緒管理 2.認知治療法  178.8  

創傷療癒手冊 : 不被往事定義,走出

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C-PTSD / 

艾瑞爾.許瓦茲(Arielle Schwartz)著 ; 

白水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
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(心理 ; 71) .-- ISBN 978-

986-137-354-6 (平裝) NT$400  

1.創傷後障礙症 2.心理治療  178.8  

結構式遊戲治療技巧實務手冊 / 鄭

如安, 劉秀菊, 王素文, 李志峰, 周潔, 

唐纓, 彭羽, 崔冰冰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96 面; 23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66-8 (平裝) NT$100  

1.遊戲治療 2.手冊  178.8026  

美學 

城市美學. 2021 : 物質工藝與生活記

憶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 / 楊杰

儒, 張永暉, 廖國棟, 莊凱証, 姚振梨, 

陳天順, 廖滿麗, 許言, 張憲堂, 楊聖

緯, 潘怡婷, 陳紫婷, 黃明利作 ; 鄭任

汶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城市

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, 11011 .-- 24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61-2-

5 (平裝) NT$300  

1.藝術 2.人文素養 3.文集  180.7  

美學四講 / 李澤厚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厚論著集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59-8 (精裝)  

1.美學 2.文集  180.7  

美學論集 / 李澤厚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864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厚論著集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48-2 (平裝 ) .-- 

ISBN 978-957-14-7349-9 (精裝)  

1.美學 2.文集  180.7  

美的歷程 / 李澤厚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厚論著集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58-1 (精裝)  

1.中國美學史  180.92  

華夏美學 / 李澤厚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澤厚論著集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54-3 (精裝)  

1.中國美學史  180.92  

西方美學史 / 朱光潛著 .-- 2 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冊 .-- (大家講堂) .-- ISBN 

978-626-317-437-5 ( 上 冊 : 平 裝 ) 

NT$520 .-- ISBN 978-626-317-438-2 (下

冊:平裝) NT$620  

1.美學史 2.西洋美學  180.94  

倫理學 

91 則關於親情、友情、愛情的思索,

人生因愛而美好! / 李偉文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

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7-01-4 (平

裝) NT$260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人生直至盡頭,始終是條蜿蜒曲折的

路 : 選擇了就要走下去,因為無法重

新來過 / 李定汝, 宗坤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7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

- ISBN 978-986-516-945-9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人生的智慧 / 叔本華著 ; 景天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 11102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1-18-7 (平裝)  

1.人生哲學 2.格言  191.9  

*未來世界大風吹遊戲 ,你可以不當

鬼 : 33 位建中大叔多元職場的自我

追尋,在萬變時代找到自己的位子 / 

駝客學校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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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i 生活 ; 

23) .-- ISBN 978-626-95330-4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別用努力感動自己  / 劉睿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1-76-5 (平裝) NT$380  

1.人生哲學  191.9  

我想和自己 ,好好在一起  / 曾彥菁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0-191-6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人生哲學 2.自我肯定  191.9  

羅素的幸福解答之書 : 陪你踏上幸

福之路的解憂實踐指南 / 伯特蘭.羅

素(Bertrand Russell)著 ; 藍曉鹿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時光薈

萃 ; 10) .-- ISBN 978-626-95426-1-1 (平

裝) NT$250  

1.人生哲學 2.幸福  191.9  

二十一世紀靈界正神指示 : 活靈活

現特輯. 二 / 向立綱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841-6-0 (平裝) NT$200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天地經.光點 : 天地經應運文輯錄. 五 

/ 翁瑞沛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
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4 面; 23 公
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208) .-- ISBN 978-

986-0799-75-0 (平裝) NT$500  

1.靈修  192.1  

名望,財富與野心 : 「成功」真正的

意義是什麼? / 奧修(OSHO)作 ; Zahir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92 面; 

21 公分 .-- (奧修靈性智慧 ; 5) .-- ISBN 

978-626-310-154-8 (平裝) NT$400  

1.靈修 2.成功法  192.1  

每一天練習照顧自己. 2 : 12 步驟放

手找回生命的重心、做回完整的自

己、接納真實的自己 / 梅樂蒂.碧緹

(Melody Beattie)著 ; 張芸慎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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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72-9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我不是教你笨,是告訴你做人不要太

聰明 : 別總想著算計誰,「精打細算」

小心自己也被算進去 / 李定汝, 余一
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96 面; 21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946-6 (平裝) NT$375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我在 I AM / 室利.尼薩加達塔.馬哈拉

吉(Sri Nisargadatta Maharaj)作 ; 彭展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地平線文化, 

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

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2 .-- 26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84-5-7 (平裝) NT$420  

1.靈修  192.1  

快樂人生不找碴 : 23 項「不要做的

事」清單,學會捨棄就能活得更幸福! 

/ 本田晃一著 ; 陳姵君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81-9 (平裝)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妳的價值不在別人的眼光裡 / 蕎丹.

里.多莉(Jordan Lee Dooley)著 ; 林雨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

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勵

志) .-- ISBN 978-986-400-391-4 (平裝)  

1.女性 2.修身 3.人生哲學  192.1  

活出你的不煩人生 : 讓心變強大的

煩惱清理術 / 午堂登紀雄著 ; 林于楟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69-9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 192.1  

個人素質提升基礎教程 / 理心光明

禪師, 天音播客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85-1 (平裝) NT$300  

1.修身  192.1  

喚醒老靈魂 = Awaken the old soul / 周

瑞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和氣大愛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7-1-2 (平

裝) NT$500  

1.靈修  192.1  

微小而深刻的私人儀式 : 那些不起

眼卻能形成巨大改變的日日練習  / 

卡士柏.特奎勒(Casper ter Kuile)著 ; 黃

怡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89)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26-9 (平裝) NT$320  

1.靈修  192.1  

鏡子靜心 : 帶你張開心靈眼睛的立

即療癒法,風靡韓國,實證者絡繹不絕 

/ 金相云著 ; 陳品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方智好

讀 ; 147) .-- ISBN 978-986-175-653-0 

(平裝) NT$350  

1.靈修 2.心靈療法  192.1  

12 歲之前一定要學. 6, 訂定目標&實

現夢想 / 花丸學習會作 ; 李彥樺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閱

讀) .-- ISBN 978-626-7050-51-4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生涯規劃 2.成功法  192.11  

一流、二流、三流的說話術 / 桐生

稔著 ; 邱香凝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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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ideaman ; 

135) .-- ISBN 978-626-318-076-5 (平裝) 

NT$350  

1.說話藝術 2.人際傳播 3.溝通技巧  

192.32  

歷史感應統紀語譯 / 呂富枝語譯 .-- 

臺中市 : 明倫月刊社, 11012 .-- 49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856-6-8 (平

裝)  

1.善行 2.佛教教化法  192.9  

如果還有明天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人生 ; 208) .-

- ISBN 978-986-06994-4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生死學 2.生命教育 3.文集  197.07  

動物公民 : 動物權利的政治哲學 / 威

爾.金利卡(Will Kymlicka), 蘇.唐納森

(Sue Donaldson)著 ; 白舜羽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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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84 面; 21 公

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65) .-- ISBN 978-

986-262-519-4 (平裝) NT$540  

1.動物 2.權利 3.倫理學  197.4  

商 業 倫 理 之 心  / 威 廉 . 波 拉 德 (C. 

William Pollard)著 ; 劉純佑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64-6-0 (精裝) NT$360  

1.商業倫理  198.48  

經濟倫理論壇. 2021 / 淡江大學國際

企業學系 .-- 新北市 : 淡江大學國際

企業學系, 11012 .-- 7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2-09-1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經濟倫理 2.文集  198.5507  

宗教類 

總論 

愛如花如種 : 世界宗教博物館 20 周

年紀念專刊 / 王乙甯, 陳莉諭文字編

撰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世界

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, 

11011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9839-3-9 (平裝) NT$700  

1.世界宗教博物館  206.8  

宗教史的 40 堂公開課 / 理查.哈洛威

(Richard Holloway)著 ; 林金源, 廖綉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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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45-8 (平

裝) NT$420  

1.宗教史  209  

宗教自由的追求和東亞新興宗教的

發展 : 以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為中心 / 

蔡至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冊 .-- 

( 哲 學 研 究 叢 書 . 宗 教 研 究 叢 刊  ; 

702011) .-- ISBN 978-986-478-553-7 (上

冊 :平裝 ) NT$500 .-- ISBN 978-986-

478-554-4 (下冊:平裝) NT$500  

1.新興宗教 2.宗教自由 3.文集  209  

宗教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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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宗教的條件 / 佐藤優作 ; 劉焜輝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價

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- 27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566-87-2 (精裝) 

NT$250  

1.宗教學  210  

大道向前行 / 張家麟總編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

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 

11101 .-- 246 面; 26 公分 .-- (玄門真

宗 ; 13) .-- ISBN 978-986-456-326-5 (平

裝) NT$450  

1.宗教 2.信仰  210.111  

生死習題 : 人生最後的必修課 / 羅尼.

史密斯(Rodney Smith)著 ; 鄭清榮譯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102 .-

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

936-1 (平裝)  

1.生死學 2.死亡 3.安寧照護  216.9  

我的前世是林默 / 高薛琳姬著 .-- 初

版  .-- 彰化縣田尾鄉  : 高薛琳姬 , 

11011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16-3 (平裝) NT$390  

1.輪迴 2.催眠術  216.9  

佛教 

佛性辨正 / 藍傳盛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77-6 (平裝) NT$400  

1.佛教  220  

終於,我回到原點 : 創巴仁波切遺教

法寶 : 三乘法教系列之七,不壞覺醒

之密續道 . 下  / 邱陽 .創巴仁波切

(Chogyam Trungpa)作 ; 趙雨青中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264 面; 22 公分 .-- (經

典開示 ; 31) .-- ISBN 978-986-06096-9-

1 (平裝)  

1.佛教教理  220.1  

祩宏大師老境思維之理論與實踐 / 

陳松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

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91-4 (平

裝) NT$180  

1.(明)釋祩宏 2.學術思想 3.佛教哲學 

4.淨土宗  220.9206  

報恩三經 / (姚秦)三藏法師鳩摩羅什

翻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204) .-- 木刻珍藏版 .-- 

ISBN 978-986-0799-70-5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佛經  221.08  

信解行證入華嚴 : 華嚴經法要 / 陳琪

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

11101 .-- 4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98-934-7 (平裝)  

1.華嚴部  221.23  

<<淨土三經>>要義 / 凈土宗編輯部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淨土宗出版社, 

11012 .-- 672 面; 21 公分 .-- (淨土宗叢

書 ; 21) .-- ISBN 978-986-5888-49-7 (精

裝) NT$350  

1.方等部  221.34  

*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/ 徐醒民講 .-- 彰

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 11012 .-- 

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7-

68-6 (第 5 冊:平裝)  

1.方等部  221.34  

地藏經說因果 : 地藏菩薩本願 / 賴家

琳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法界弘法

通訊社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95010-3-8 (卷 1:平裝) NT$450 .-- ISBN 

978-626-95010-4-5 (卷 2:平裝) NT$350  

1.方等部  221.36  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

本願功德經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玄奘

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8 面; 

12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95104-7-4 (72K 平裝)  

1.般若部 2.經集部  221.44  

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解本 / 林榮澤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文創書

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坊發行, 11011 .-

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典講義 ; 3) .-- 

ISBN 978-986-99754-6-9 ( 平 裝 ) 

NT$260  

1.般若部  221.45  

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.-- 新北市 : 玄奘

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60 面; 

10X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95104-8-1 (經摺裝) NT$130  

1.法華部  221.51  

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臨摹本 / (姚秦)三

藏鳩摩羅什法師譯 .-- 新北市 : 玄奘

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 面; 29

公分 .-- (臨摹本系列 ; AS-12007) .-- 

ISBN 978-626-95104-5-0 (平裝) NT$90  

1.法華部  221.51  

佛說海龍王經淺釋 / 仁千根上.釋心

佛講述 ; 金剛慈逸上師記錄.整理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新心佛園雜誌社出

版 : 心佛寺發行, 11012 .-- 304 面; 21

公分 .-- (心佛法本 ; 149-4) .-- ISBN 

978-986-96049-6-3 ( 第 4 冊 :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經集部  221.73  

佛藏經講義. 第十五輯 / 平實導師
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61-3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經集部  221.733  

佛陀本懷 : 蕅益大師之<<佛遺教三

經>>註解 / (明)蕅益智旭大師著述 ; 

林中華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林中

華, 11011 .-- 23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42-2 (平裝)  

1.經集部  221.772  

分別善惡報應經 / 西天中印度惹爛

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紫沙

門臣天息災奉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28 面; 1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626-95104-6-7 (平裝)  

1.阿含部  221.8  

楞嚴經 / 賴永海著 ; 劉鹿鳴譯注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536 面; 21 公分 .-- 

(白話佛經) .-- ISBN 978-957-08-6125-

9 (平裝)  

1.密教部  221.94  

十二門論宗致義記 / (唐)法藏法師著

述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 , 11101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210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77-4 (平裝) NT$520  

1.中觀部  222.12  

無上菩提修行藍圖 : <<大乘莊嚴經

論>>解說. 上 /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傳

講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 , 11101 .-- 390 面; 21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206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72-9 (平裝) NT$550  

1.瑜伽部  222.13  

梵網菩薩戒懺悔儀軌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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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50 面; 1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308-9-5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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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律藏  223.11  

銷釋金剛科儀會要註解 / (宋)宗鏡禪

師著述 ; (明)覺蓮大師重集 .-- 初版 .-

- 新 北 市  : 華 夏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38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207) .-- ISBN 978-986-0799-74-3 

(平裝) NT$520  

1.佛教儀注  224  

法會專輯 /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編

印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心齋淨宗念

佛道場, 11011 .-- 150 面; 24 公分 .-- 

(一 心齋 創辦 導 師法 語 輯 系列 ) .-- 

ISBN 978-626-95337-5-6 (精裝)  

1.佛教法會  224.12  

大蒙山施食儀規 / (宋)不動上師輯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
公司 , 11101 .-- 100 面; 23 公分 .-- 

(Sunny 文庫 ; 212) .-- ISBN 978-986-

0799-79-8 (平裝) NT$220  

1.佛教諷誦 2.佛教儀注  224.3  

瑜伽焰口施食要集詳註 / (明)蓮池大

師補註 ; 優婆塞演濟重治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

211) .-- ISBN 978-986-0799-78-1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佛教諷誦 2.佛教儀注 3.佛教法會  

224.3  

上岸 / 無花, 何郁青, 林宜蓁, 林念慈, 

花頭貓, 張郁國, 林佾靜, 馬紅綾, 黃

慧, 蔡仲恕, 王貞君, 陳昱良, 王雅芬, 

徐麗娟, 陳錦雲, 陳永信作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 :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第十一屆

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人間禪詩及人

間 佛 教 散 文 得 獎 作 品 集 ) .-- ISBN 

978-957-457-609-8 (平裝)  

 224.511  

東窗別照 / 善願淨蓉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樹人出版, 11101 .-- 14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2-0-4 (平裝) 

NT$220  

 224.513  

尼泊爾佛教的神系暨梵典宮佛教寫

本插圖集萃 / 立川武藏, 周夏編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靈鷲山般

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社, 11011 .-- 

208 面; 26 公分 .-- (佛教文化叢書 ; 

4) .-- ISBN 978-986-99121-8-1 (平裝) 

NT$1100  

1.佛教藝術 2.宗教文化  224.52  

台灣傳統彩繪重要文化資產 : 劉家

正 善 財 五 十 三 參 壁 畫 鉅 作  = 

Important cultural assets of Taiwan's 

traditional painting / 劉映廷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劉家正出版 : 鼎臻傳

統藝術坊發行, 11012 .-- 200 面; 3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62-0 (精裝)  

1.壁畫 2.佛教藝術  224.52  

平安是福 離苦是慧 / 徹聖金剛上師

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七色光

關懷生命協會, 11011 .-- 18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2778-1-5 (精裝)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修持  225.4  

法性菩提 /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.-- 高

雄市 : 社團法人高雄市真言宗普賢

流佛學會, 11011 .-- 33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1858-7-5 (精裝)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修持  225.4  

自在格言 : 聖嚴法師<<108 自在語>>

初探 / 王宣曆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王宣曆, 1101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77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佛教說法  225.41  

佛乘真義 / 靈明佛乘宗 李圓著作 .-- 

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中華燃燈印心協會, 

11011 .-- 15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818-4-5 (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佛教教化法  225.7  

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 / 聖嚴法師口

述 ; 梁寒衣整理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法鼓文化, 1110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598-935-4 (平裝)  

1.觀世音菩薩 2.佛教修持  225.82  

人人好 /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編印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

場, 11011 .-- 173 面; 24 公分 .-- (法語

輯 系 列 ) .-- ISBN 978-626-95337-3-2 

(精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修身  225.87  

我的菩提路. 第二輯 / 郭正益等合

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41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61-4-1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佛教修持  225.87  

我的菩提路. 第七輯 / 余正偉等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61-5-8 (平裝) NT$300  

1.佛教修持  225.87  

佛教與人生的關係 / 竺摩法師講述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

乘基金會, 11010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

- (大乘叢書 ; A-195) .-- ISBN 978-986-

06094-8-6 (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 225.87  

師父的僧袍 : 一行禪師的正念修習

感悟 / 一行禪師著 ; 劉珍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101 .-- 1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05-8-7 (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遠離煩惱的生活 / 無極禪化院.南天

虛原堂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虛原

雜誌社, 11012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58-1-8 (平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 225.87  

學做人 /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編印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

場, 11011 .-- 181 面; 24 公分 .-- (法語

輯 系 列 ) .-- ISBN 978-626-95337-4-9 

(精裝)  

1.佛教修持 2.修身  225.87  

蕅益大師教淨土法門 / (明)蕅益智旭

大師著述 ;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林中華, 11011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98-

2 (平裝)  

1.淨土宗 2.佛教說法  226.55  

六祖壇經 / 惠能原著 ; 丁福保箋註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

- (經典名著文庫 ; 158) .-- ISBN 978-

626-317-414-6 (平裝) NT$620  

1.六祖壇經 2.注釋  226.62  

射藝中之禪 講記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

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

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1110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309-1-5 (上冊:平裝) 

NT$320 .-- ISBN 978-626-95309-2-2 (下

冊 :平裝 ) NT$320 .-- ISBN 978-626-

95309-3-9 (全套:平裝)  
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 226.65  

話頭 365 / 釋繼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法鼓文化, 11102 .-- 304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37-8 (平裝) 

NT$320  

1.禪宗 2.佛教說法 3.佛教修持  

226.6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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禪林寶訓筆說 / (宋)妙喜, 竹菴選輯 ; 

(清)楚衡雲峰智祥撰述 .-- 1 版 .-- 新

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64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205) .-

- 木刻珍藏版 .-- ISBN 978-986-0799-

71-2 (平裝) NT$900  

1.禪宗 2.佛教說法  226.65  

禪觀正脈研究 / 南懷瑾講述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130-5-6 (平裝) NT$320  
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 226.65  

我真正的家,就在當下 : 一行禪師的

生命故事與教導  / 一行禪師(Thich 

Nhat Hanh)著 ; 一葉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發行, 11011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(善

知識 ; JB0151) .-- ISBN 978-626-95219-

3-7 (平裝) NT$360  

1.釋一行(Nhâat Hanh, Thích) 2.禪宗 3.

佛教傳記  226.69  

達摩祖師 : 漢傳禪宗初祖 / 李明書編
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

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12 .-- 400

面; 21 公分 .-- (高僧傳) .-- ISBN 978-

626-7037-26-3 (精裝) NT$380  

1.菩提達摩 2.禪宗 3.佛教傳記  

226.69  

瞑想的極致 : 奇蹟的神祕體驗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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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7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5-7-4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新興宗教 2.靈修  226.8  

覺悟的挑戰. 下卷 : 佛智所開拓的愛

與覺悟的世界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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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95-9-8 (平裝) NT$380  

1.新興宗教 2.靈修  226.8  

覺悟的挑戰. 上卷 : 現今,嶄新的法輪

開始轉動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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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95-8-1 (平裝) NT$380  

1.新興宗教 2.靈修  226.8  

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 : 文白并列本. 

IV / 创价学会原着作 ; 台湾创价学会

编译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

價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- 889 面; 21 公

分 .-- 正體題名: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: 

文 白 並 列 本 . IV .-- ISBN 978-957-

9566-86-5 (精裝) NT$750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信仰錄  226.875  

信仰的基本 : 信行學 / 池田大作著 ; 

創價學會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- 136 面; 

19 公分 .-- (教學叢書 ; 32) .-- ISBN 

978-957-9566-85-8 (平裝) NT$120  

1.佛教說法  226.875  

學習勝利的經典 : <<御書>>. 5, 如說

修行抄 / 池田大作著 ; 創價學會譯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

基金會, 11101 .-- 108 面; 19 公分 .-- 

(教學叢書 ; 25) .-- ISBN 978-957-9566-

88-9 (平裝) NT$100  
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信仰錄  226.875  

西藏生死書 / 索甲仁波切著 ; 鄭振煌

譯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張老師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60 面; 21

公分 .-- (心靈拓展系列 ; D27) .-- 三十

週年精裝修訂版  .-- ISBN 978-957-

693-961-7 (平裝) NT$520  

1.藏傳佛教 2.死亡 3.宗教哲學  

226.961  

知識寶藏 : 第八<次第辨增上定學品

> / 第一世蔣貢康楚.羅卓泰耶編撰 ; 

施心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

人化育文教基金會, 11011 .-- 354 面; 

22 公分 .-- (了義寶藏 ; 9-) .-- ISBN 

978-986-98319-2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  

226.962  

地道建立 / 妙音笑.寶無畏王大師, 克

主傑大師, 祥雄巴.法自在稱大師造

論 ; 釋如法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1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2-7-

8 (平裝) NT$33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道歌寶藏 : 國王之歌 : 薩惹哈尊者談

大手印禪修 / 薩惹哈尊者(Saraha)原

典作 ; 妙融法師原典譯 ; 堪千創古仁

波切 (Khenchen Thrangu Rinpoche) 釋

論作 ; 項慧齡釋論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264 面; 22 公分 .-- (經典開示 ; 31) .-

- ISBN 978-986-06096-8-4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 226.965  

佛 陀 略传  = The life of the Buddha 

(abridged version) / 觅 寂 尊 者

(Bhaddanta Santagavesaka)编着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

金會, 11101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正

體題名:佛陀略傳 .-- ISBN 978-957-

9414-99-9 (精裝)  

1.釋迦牟尼(Gautama Buddha, 560-480 

B.C.) 2.佛教傳記  229.1  

義淨大師 : 比肩玄奘 / 釋振溥編撰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

播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12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22-5 (精

裝) NT$380  

1.(唐)釋義淨 2.佛教傳記  229.34  

道教 

真儀遊虛 : 道教研究的新視域. 儀式

卷 / 謝世維, 方韻慈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華人文化

主體性研究叢書  ; B3008) .-- ISBN 

978-957-17-3322-7 (平裝)  

1.道教 2.道教文化 3.文集  230.7  

太上感應篇講記 / 淨空法師講述 .-- 

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

弘化基金會, 11012 .-- 54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83-3-7 (精裝)  

1.太清部 2.注釋  231.8  

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 : 以天功科

儀為例展開的討論  / 劉紅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(中

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  ; 9) .-- 

ISBN 978-957-17-3323-4 ( 平 裝 ) .-- 

ISBN 978-957-17-3324-1 (精裝)  

1.道教音樂 2.道教藝術 3.道教儀注  

234.53  

基督教 

*天國轉化訓練手冊. I, 教會革新與

社 會 轉 化  / 德 瑞 克 . 施 耐 德 (Derek 

Schneider)作 ; 林文英, 秦蘊璞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北市國度

使徒性協會, 11011 .-- 21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0-1-5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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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督教  240  

圣经生命之道中的得救之钥 / 叶大

强着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葉大強 , 

11012 .-- 79 面; 26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
聖經生命之道中的得救之鑰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21-7 (平裝)  

1.聖經研究  241.01  

聖經生命之道中的得救之鑰 / 葉大

強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葉大強 , 

11012 .-- 7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20-0 (平裝)  

1.聖經研究  241.01  

舊約聖經釋義 : 方法、步驟與實例

應用 / 曾宗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橄欖出版有限公司, 台灣神學研究學

院出版  :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台神研經

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957-556-915-0 

(平裝)  

1.聖經解釋學  241.016  

上帝的自我介紹 : 新約中的福音 = 

God in the flesh : the good news of the 

new testament / 傅立德作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12 .-- 4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95-2 (平

裝)  

1.馬可福音 2.聖經研究  241.63  

羅馬書靈拾 / 何照洪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天恩出版社, 11012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研經叢書 ; 18) .-- ISBN 

978-986-277-333-8 (平裝)  

1.羅馬書 2.聖經研究  241.71  

一位基督 : 聖奧古斯丁的神化神學 / 

大衛 .文森特 .麥考尼 (David Vincent 

Meconi)著 ; 王亞伯, 周復初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: 華

宣出版有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40 面; 

23 公分 .-- (神學造就系列 ; 20) .-- 

ISBN 978-986-06730-3-6 (平裝)  

1.奧古斯丁(Augustine, Saint, Bishop of 

Hippo, 354-430) 2.神學  242  

旅.轉身與啟程 : 神學的典範轉移 / 黃

伯和主編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恩惠

文教基金會, 11012 .-- 264 面; 23 公

分 .-- (黃伯和本土神學文集 ; 第 1

冊) .-- ISBN 978-986-98291-5-1 (平裝) 

NT$300  

1.神學 2.基督教  242  

聖靈的名 = HaRuach / 李淑真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天恩出版社, 11011 .-- 

12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7-

332-1 (精裝)  

1.聖靈 2.基督教  242.15  

都灵裹尸布密码 = Shroud of Turin / 程

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真哪噠出版

社 , 11012 .-- 416 面 ; 23 公 分  .-- 

(Evolution ; 5) .-- 正體題名:都靈裹屍

布密碼 .-- ISBN 978-986-06601-9-7 (精

裝)  

1.耶穌 2.文物研究  242.298  

都靈裹屍布密碼 = Shroud of Turin / 程

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真哪噠出版

社 , 11012 .-- 416 面 ; 23 公 分  .-- 

(Evolution ; 4) .-- ISBN 978-986-06601-

8-0 (精裝)  

1.耶穌 2.文物研究  242.298  

復活與救贖 : 研究保羅的救贖論 / 葛

富恩(Richard B. Gaffin)著 ; 彭彥華編

譯 ; 李樹斌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26-7-5 (平

裝) NT$300  

1.救贖論 2.聖經研究  242.4  

小泥人 : 人生三部曲 / 賴筱欽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聞道出版社, 11012 .-- 

240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359-2-7 (平裝)  

1.天主教 2.信仰  242.42  

必要快成的事 = Eschatology / 金炯太

牧師神學編纂委員會著 ; 劉桂香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352 面; 22 公分 .-- (金

炯太牧師神學思想集. 末世論篇) .-- 

ISBN 978-986-06577-2-2 (平裝)  

1.末世論 2.神學  242.6  

跨 Pray / 李協聰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95-1-

9 (第 1 冊: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祈禱  244.3  

溫熱一杯,睡前的慢時光 : 晚安好好

睡 精 選 . 1 = Slowing down before 

bedtime / 葛韋里, 黃惠鈴主編 .-- 初

版 .-- [臺中市] : 愛的影響力國際有限

公司, 11102 .-- 2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96-1-2 (平裝) NT$220  

1.基督教 2.祈禱  244.3  

信仰透過藝術呈現 / Pietro Principe 義

大利編著 ; Paul F. Russell 英文版編

輯 .-- 二版 .-- 臺南市 : 聞道出版社, 

1101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59-1-0 (平裝) NT$350  

1.宗教藝術 2.天主教  244.6  

論試探 / 約翰.歐文(John Owen)著 ; 徐

燕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

國際有限公司, 11011 .-- 9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548-61-8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 244.9  

天天與耶穌一起禱告 : 聽主微聲,改

變生命 / 畢德生(Eugene H. Peterson)

著 ; 徐成德, 張玫珊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 11012 .-- 384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03-

7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祈禱 3.靈修  244.93  

天堂敞開 / 比爾.強生(Bill Johnson)著 ; 

王建玫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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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6-5-9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靈修  244.93  

成長需要界線 : 成長神學 Mini 版 / 克

勞 德 (Henry Cloud), 湯 森 德 (John 

Townsend)作 ; 陳思韞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 11101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01-

3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靈修  244.93  

我們最終的盼望 : 寫給動盪世界的

三 大 信 息  / 克 里 夫 德 . 戈 德 斯 坦

(Clifford Goldstein)作 ; 張琛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兆出版社, 11012 .-- 

164 面 ; 18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109-1-7 (平裝) NT$50  

1.基督教 2.靈修 3.讀經  244.93  

災難谷成為希望門  : 新眼光讀經

2022 年 1-3 月 / 吳志仁, 謝懷安, 王子

豪, 胡宏志, 鄭凱安, 鄭岳宗, 許芳菁, 

劉主恩, 謝智偉, 王品升, 陳柏志, 游

文傑, 蔡愛蓮, 陳致均, 陳志忠, 李冠

呈, 歐靜汝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教

會公報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台灣

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教會公報社發行, 

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471-95-7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靈修 3.讀經  244.93  

耶穌的方濟 / 高達德編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至潔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8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632-85-

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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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聖方濟(Francis, of Assisi, Saint, 

1182-1226) 2.天主教 3.靈修  244.93  

發現方濟的痕跡 / 高達德編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至潔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8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632-

86-9 (平裝)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 244.93  

默觀的路 / 高達德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至潔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1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632-87-6 (平

裝)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 244.93  

為婚姻立界線 : 為愛打造一個自由

的空間 / 克勞德(Henry Cloud), 湯森德

(John Townsend)著 ; 鄭惟恩譯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校園書房出版社 , 

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98-906-8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婚姻  244.99  

偉 大 小 孩 養 成 術  / 克 勞 德 (Henry 

Cloud), 湯森德(John Townsend)作 ; 鄔

錫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

出版社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98-905-1 (平裝)  

1.基督徒 2.親職教育 3.子女教育  

244.99  

聖經與西洋文學 : 創意的講道資源

手 冊 . 續 編  = The Bible & western 

literature : continual handbook of 

creative preaching resources / 楊東川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

11011 .-- 1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00-394-5 (平裝)  

1.教牧學 2.西洋文學  245.1  

活出真愛 = Living true love / 蔡茂堂

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天梯出版社, 

11101 .-- 43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724-1-6 (精裝)  

1.基督教 2.見證  245.2  

傳道師,免驚 : 傳道師生活常見問答

手冊 / 戴智彰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彰化

市  :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 , 

11012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7434-2-7 (平裝)  

1.神職人員 2.教牧學  247.4  

2020 年基督教宣教士文史國際學術

研討會論文集分享 : 宣教士在福爾

摩沙的足跡 = Proceeding of the 2020 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

of Christi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

sharing spaces : British protestant 

missionaries to Formosa / 詹麗珠總編

輯  .-- 彰化市  : 彰基文史博物館 , 

11011 .-- 8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17-1-3 (平裝)  

1.基督教 2.傳教史 3.文集 4.臺灣  

248.33  

台灣福音先行者的教導與足跡 / 江

萬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喜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(基督福音 ; CH1101) .-- ISBN 978-

626-95202-3-7 (平裝) NT$280  

1.傳教史 2.教牧學 3.臺灣  248.33  

美麗之島 : 北部教會宣教禧年回顧

與前瞻 / 劉忠堅(Duncan MacLeod)作 ; 

林昌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主流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72 面; 21 公

分 .-- (主流人物系列 ; 8) .-- 中英對

照 .-- ISBN 978-986-06294-4-6 (平裝)  

1.傳教史 2.教牧學 3.臺灣  248.33  

雙堂記 : 大武山下的聖堂傳奇 = A 

tale of two churches : faith and love by 

Taimu Mountain / 范毅舜(Nicholas Fan)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3 公

分 .-- (Taiwan style ; 73-74)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67-5 (平裝 ) NT$500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68-2 (平裝南國版) 

NT$530  

1.天主教 2.歷史 3.臺灣  248.3308  

方濟會全集 / 高達德編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至潔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

- ISBN 978-986-7632-81-4 (全套:精裝)  

1.方濟會 2.天主教  248.83  

方濟與方濟會運動 / 高達德編譯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至潔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7632-83-8 (平裝)  

1.方濟會 2.天主教  248.83  

以方濟之名 : 自始至第十六世紀方

濟會的歷史和精神 / 高達德編譯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至潔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7632-84-5 (平裝)  

1.方濟會 2.天主教 3.歷史  248.83  

革命分子耶穌 : 重返拿撒勒人耶穌

的生平與時代  / 雷薩 .阿斯蘭(Reza 

Aslan)著 ; 黃煜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衛城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(Beyoud) .-- ISBN 978-626-7052-

12-9 (平裝) NT$360  

1.耶穌(Jesus Christ) 2.基督教傳記  

249.1  

耶穌的生與死 : 從伯利恆到各各他 / 

周聯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周聯華牧師紀念基金會, 11012 .-

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6263-8-5 (精裝) NT$280  

1.耶穌(Jesus Christ) 2.基督教傳記  

249.1  

佳蘭 : 書信及其神修 / 高達德編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至潔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7632-88-3 (平裝)  

1.天主教 2.靈修 3.信仰  249.6  

被爱寻见 / 拉希尔.帕特尔(Rahil Patel)

著 ; 赖慕洁译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, 11012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傳記叢書 ; EB027-1) .-

- 正體題名:被愛尋見 .-- ISBN 978-

957-9209-90-8 (平裝)  

1.帕特爾(Patel, Rahil) 2.基督教傳記  

249.941  

被愛尋見 / 拉希爾.帕特爾(Rahil Patel)

著 ; 賴慕潔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, 11011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傳記叢書 ; EB027) .-- 

ISBN 978-957-9209-89-2 (精裝)  

1.帕特爾(Patel, Rahil) 2.基督教傳記  

249.941  

其他宗教 

天人炁功聖訓專輯 : 民國七十一年

至一一 0 年 / 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

炁功院彙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魚池

鄉 : 財團法人天帝教, 11012 .-- 1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096-3-2 (平

裝)  

1.天帝教  271.9  

省悟登岸(仁孝守本四冊) / 澎湖竹灣

大義宮得善堂著作 .-- 澎湖縣西嶼鄉 : 

澎湖竹灣大義宮得善堂, 11011 .-- 279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13-3-

3 (平裝)  

1.民間信仰 2.勸善  271.9  

彌勒聖道行. 六十一部曲, 神魔之謎 / 

彌勒皇佛作 ; 彌勒開慧神譯 .-- 臺北

市 : 彌勒皇教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45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45-1-8 (平裝) NT$470  

1.民間信仰  271.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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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道訪遊記 / 無極直轄全真堂編著 .-

- 初 版  .-- 新 竹 市  : 全 真 雜 誌 社 , 

1101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(全真叢

書 ; 37) .-- ISBN 978-986-97755-1-9 (平

裝)  

1.民間信仰  271.9  

虎爺 in 台灣 : 土地公王興廟記 / 楊蓮

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98-6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民間信仰 2.臺灣  272.097  

彰化大佛一甲子特刊 / 陳振吉主編 .-

- 彰化市 : 彰化縣福慧行願社, 彰化大

佛一甲子禮讚委員會, 11011 .-- 249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58-0-3 (平

裝) NT$500  

1.佛像 2.寺廟 3.民間信仰 4.彰化縣  

272.097  

臺灣民間信仰專題 : 代天巡狩神王

爺 / 蔡相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國立空中大學, 11101 .-- 31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0-0-2 (平裝) 

NT$340  

1.民間信仰 2.臺灣  272.28  

北港武德宮財神信仰學術論壇論文

集. 2021 = The Beigang Wude Temple 

faith in the God of Wealth academic 

symposium research / 李豐楙, 蕭登福, 

阮清風, 鄭垂莊, 王志宇, 林翠鳳, 江

怡葳, 謝貴文, 李茂榮, 鍾秀雋, 許根

尉, 謝岳龍, 李中鼎, 林効賢, 林子筠, 

蔡以恩, 范俊銘著 ; 林安樂主編 .-- 初

版 .-- 雲林縣北港鎮 : 北港武德宮, 

11012 .-- 2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6885-1-2 (平裝) NT$450  

1.財神 2.民間信仰 3.文集 4.雲林縣

北港鎮  272.2907  

觀音文化國際論壇紀要 . 第一屆 = 

The 1s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Guan 

Yin culture / 高岡秀暢, 釋顯月, 陳清

香, 張小玲, Sarbottam Shrestha, Suraj 

Shakya(蘇睿智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

設出版社, 11011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

(佛教文化叢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

99121-7-4 (平裝) NT$350  

1.觀世音菩薩 2.民間信仰 3.文化研

究 4.文集  272.4307  

台江迎神祭. III : 2021 年辛丑年北汕

尾媽祖宮鹿耳門天后宮開基鹿耳門

媽出巡 / 黃文博, 許献平, 張耘書, 戴

瑋志作 .-- 臺南市 : 鹿耳門天后宮, 

11011 .-- 4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2011-2-5 (精裝)  

1.媽祖 2.寺廟 3.民間信仰 4.臺南市

安南區  272.71  

台東天后宮文物誌 : 沿革暨文物誌 / 

李建緯, 莊研育, 吳慶泰, 楊朝傑, 李

博揚作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財團法人

台東天后宮, 11012 .-- 24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80-0-3 (精裝) 

NT$1500  

1.媽祖 2.寺廟 3.歷史 4.文物研究 5.臺

東市  272.71  

臺東天后宮文物誌 : 沿革暨文物誌 / 

李建緯, 莊研育, 吳慶泰, 楊朝傑, 李

博揚作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財團法人

台東天后宮, 11012 .-- 24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80-1-0 (平裝) 

NT$700  

1.媽祖 2.寺廟 3.歷史 4.文物研究 5.臺

東市  272.71  

關公勸世圖說 / 劉崑誠編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留一點空間工作室, 

11012 .-- 23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595-1-3 (精裝)  

1.關聖帝君 2.民間信仰  272.74  

慶成護國祈安三朝建醮大典 / 慶成

護國祈安三朝建醮委員會編著 .-- 第

一版 .-- 新北市 : 正品印刷設計有限

公司出版 ; 桃園市 : 桃園市大園區五

福宮管理委員會發行, 11011 .-- 14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91-6-6 (精

裝)  

1.建醮 2.民間信仰 3.桃園市  272.94  

神話 

*神話實驗室. 1, 神啊,告訴我世界的

真相! / 王文華文 ; Croter 圖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樂讀

456 ; 7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305-121-8 (平裝) NT$320  

1.神話 2.通俗作品  280  

*神話實驗室. 2, 天啊,這樣也算是英

雄? / 王文華文 ; 施暖暖圖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樂讀

456 ; 8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305-122-5 (平裝) NT$340  

1.神話 2.通俗作品  280  

中國神話故事的遊戲書 / 大智文化

著 .-- [新北市] :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(玩故事系

列 ; 3-)(知識好好玩 ; 3-) .-- ISBN 978-

986-06510-8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320  

1.中國神話 2.兒童遊戲  282  

術數；迷信 

六爻預測 900 問 / 陳澤真著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2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6-68-4 (平裝) NT$520  

1.占卜 2.問題集  292.022  

六爻預測的因果世界 / 王虎應, 劉鐵

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進源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48 面; 21 公

分 .-- (相卜叢書 ; 2086) .-- ISBN 978-

986-99635-8-9 (平裝) NT$600  

1.易占  292.1  

占星運勢指南. 2022 / 繆沛倫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南瓜國際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80 面; 22 公分 .-- (韓良露生

命占星學院  ; 18) .-- ISBN 978-986-

99379-6-2 (平裝) NT$350  

1.占星術  292.22  

星座 X 血型 X 生肖讀心術大揭密 / 

六分儀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(幻想家 ; 64) .-- ISBN 978-

986-453-159-2 (平裝) NT$250  

1.占星術 2.血型 3.生肖  292.22  

開星 開薪 : 知己之彼皆大歡喜 / 吳麗

瑩著 .-- 臺北市 : 誌成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42 面; 23 公分 .-- (行家觀

點 ; 17) .-- ISBN 978-986-99302-7-7 (精

裝) NT$500  

1.占星術  292.22  

認識金星,絕對讓你桃花朵朵開 / 宋

瑞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8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22-1 (平

裝) NT$200  

1.占星術  292.22  

靈數的魔力 / 吳太郎著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: 吳太郎, 11011 .-- 304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66-8 (平裝) 

NT$420  

1.占卜 2.數字  292.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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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晶 寶 石  光 能 療 癒 卡  = Crystal 

healing card / AKASH 阿喀許 , Rita 

Tseng 曾桂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橡樹林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, 

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眾生 ; 

JP0188) .-- ISBN 978-626-95219-7-5 (平

裝) NT$1500  

1.占卜  292.96  

浪漫愛情神諭卡 : 精準預測關鍵日

期,提升戀愛運、加速感情開花結果 

/ 伊莎貝.瑟夫(Isabelle Cerf)著 ; Wild 

Amanda 繪 ; 陳文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大樹林出版社, 11012 .-- 144 面; 

21 公分 .-- (Change ; 3) .-- ISBN 978-

986-06737-9-1 (平裝) NT$680  

1.占卜  292.96  

數字傳說與生肖姓名學. 上 / 許義豪, 

鄭宇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9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46-2 (平裝) 

NT$500  

1.命書 2.姓名學 3.生肖 4.數字  293  

數字傳說與生肖姓名學. 下 / 許義豪, 

鄭宇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65-3 (平裝) 

NT$500  

1.命書 2.姓名學 3.生肖 4.數字  293  

大維老師紫微牌陣一翻就上手 / 大

維老師, 青小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愛呦文創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i 生活 ; 4) .-- ISBN 978-

986-06917-5-7 (平裝) NT$320  

1.紫微斗數  293.11  

你的「紫微破洞」如何補? / 法雲居

士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金星出版

社, 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

生活新智慧叢書 ; 131) .-- ISBN 978-

986-6441-80-6 (平裝) NT$380  

1.紫微斗數  293.11  

快速學會紫微活盤 / 范振木, 黃恆堉, 

黃素芳合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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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02 面; 

21 公分 .-- (Easy quick ; 181) .-- ISBN 

978-986-488-223-6 (平裝) NT$300  

1.紫微斗數  293.11  

相理衡真完整本 / 陳希夷, 破納雲谷

山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進源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84 面; 21 公

分 .-- (相學叢書 ; 9010) .-- ISBN 978-

986-99635-9-6 (平裝) NT$500  

1.相書  293.2  

象界風水與易經 / 白閎材, 白昇永合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元書局 , 

11011 .-- 640 面; 21 公分 .-- (堪輿叢

書 ; 2039) .-- ISBN 978-986-06901-3-2 

(平裝) NT$600  

1.相宅  294.1  

開運風水大師 : 簡易開店風水輕鬆

學 / 常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(樂活 ; 12) .-- ISBN 978-

986-411-152-7 (平裝) NT$320  

1.相宅 2.商店  294.1  

水系魔法 / 莉莉絲.朵西(Lilith Dorsey)

著 ; 非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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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6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5-00-

4 (平裝) NT$480  

1.巫術 2.水  295  

咒術使用說明書 / LUA 作 ; 李依珊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43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76-1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咒語 2.符咒  295  

盧恩符文神諭卡 : 讓結合北歐諸神

與自然的力量,為我們開啟智慧,指引

未來 / 洛娜.艾薇思登(Lona Eversde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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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2 .-- 9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9-556-4 (平裝) NT$800  

1.符咒 2.占卜  295.5  

與神對話. 上 / 陳桂興主編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

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 

11101 .-- 620 面; 26 公分 .-- (玄門真

宗 ; 10) .-- ISBN 978-986-456-323-4 (平

裝) NT$900  

1.扶乩 2.民間信仰  296.2  

與神對話. 下 / 張家麟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

版  : 紅 螞 蟻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(玄門真

宗 ; 11) .-- ISBN 978-986-456-324-1 (平

裝) NT$600  

1.扶乩 2.民間信仰  296.2  

自然科學類 

總論 

虛擬真實 : 我們的身體在或不在? / 

亞蘭 .米龍(Alain Milon)著  ; 林德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5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50-2 (平裝) 

NT$250  

1.科學哲學 2.人體學 3.虛擬實境  

301.1  

為什麼是這樣?小孩超有趣自然科學

圖解一點通! / Old Stairs Editorial Team

著 ; 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6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40-7 (平

裝)  

1.科學 2.問題集 3.通俗作品  302.2  

一日一頁圖解生活科學 : 從 7 大主題

認識 365 個基礎知識的科學素養課 / 

千葉和義監修 ;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

689-1 (平裝) NT$48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小小發明家大圖鑑 / 多明尼克.威爾

克斯, 凱瑟琳.門加登作 ; 胡欣蘭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160 面; 20X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71-327-2 (平裝)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神奇圖書館-海洋 X 計劃. 1, 海中霸

主來襲 / 凱叔作 ; 貓九插畫插畫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525-5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超能金小弟. 3, 無敵臭豆腐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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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魔法

學園) .-- ISBN 978-986-0761-23-8 (平

裝) NT$25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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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跑薑餅人. 10, 驚奇魔法的科學 / 趙

珠熙文 ; 李泰榮圖 ; 徐月珠譯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168 面; 25 公分 .-- (CookieRun

聰明闖關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710-8 (平裝) NT$300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7.9  

潛入!天才科學家的實驗室. 1, 宇宙

有起源嗎? : 牛頓、達爾文等 / 艸場

よしみ, 佐藤文隆作 ; 田邊泰繪 ; 許

婷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

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101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88-59-5 (平裝)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8.9  

潛入!天才科學家的實驗室. 2, 生物

為什麼出現? : 林奈、哈維等 / 艸場

よしみ, 佐藤文隆作 ; 田邊泰繪 ; 許

婷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

化出版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, 11101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88-60-1 (平裝)  
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 308.9  

西方科學家 / 莊典亮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聚光文創, 11012 .-- 256 面; 

22 公分 .-- (學生一定要認識 ; 1)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709-7-4 (平裝) 

NT$380  

1.科學家 2.傳記 3.通俗作品  309.9  

數學 

生而為人的 13 堂數學課 / 蘇宇瑞

(Francis Su)著 ; 畢馨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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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科

普漫遊 ; FQ1072)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48-5 (平裝) NT$420  

1.數學 2.數學哲學  310  

數學也可以這樣學 / 約翰.布雷克伍

德(John Blackwood)著 ; 洪萬生譯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67-3 (平裝) 

NT$420  
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 310  

數學女孩秘密筆記. 複數篇 / 結城浩

作 ; 衛宮紘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

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

公分 .-- (數學館 ; 41) .-- ISBN 978-986-

5408-74-9 (平裝) NT$320  
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 310  

數學大觀念. 3 : 數學算什麼?從錯誤

中 學 習 的 實 用 數 學  / 麥 特 . 派 克

(Matthew Parker)著 ; 柯明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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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32 面; 23 公

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274) .-- ISBN 978-

986-262-518-7 (平裝) NT$600  

1.數學教育  310.3  

電腦資訊科學 

*(國民營事業)電腦常識(含概論) / 蔡

穎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1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29-

8 (平裝)  

1.電腦  312  

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成

果彙編. 2021 第 26 屆 / 經濟部工業局
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工業

局, 11012 .-- 5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3-208-2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500  

1.資訊服務 2.學科競賽 3.文集  

312.07  

計算機組成原理 : 作業系統概論. I / 

北極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81-4 (平裝) 

NT$550  

1.電腦工程 2.作業系統  312.122  

AWS 自學聖經 : 5 大必學雲端主題.

超圖解入門 / 蔡昇祐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6-66-9 (平裝) NT$690  

1.雲端運算  312.136  

全球最強雲端平台實作 : 用 AWS 完

成安全穩定快速的系統 / 王紹斌, 盧

朝陽, 余波, 朱志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6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6-61-4 (平裝) NT$1000  

1.雲端運算 2.資訊安全  312.136  

Windows Server 2022 系統與網站建置

實務 / 戴有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8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30-

8 (平裝)  

1.網際網路  312.1653  

打造高速網站從網站指標開始 : 全

方位提升使用者體驗與流量的關鍵 / 

唐心皓(Summer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60-

9 (平裝) NT$600  

1.網際網路 2.搜尋引擎 3.網站  

312.1653  

網際網路應用實務 / 王麗琴編著 .-- 

十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90-5 (平裝)  

1.網際網路 2.全球資訊網  312.1653  

CSS 選擇器的世界 / 張鑫旭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962-3 (平裝) NT$450  

1.CSS(電腦程式語言) 2.網頁設計 3.

全球資訊網  312.1695  

HTML5 、 CSS3 、 JavaScript 、

Bootstrap5 、  jQuery 、 jQuery Mobile

跨裝置網頁設計 / 陳惠貞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18-6 (平裝)  

1.HTML(文件標記語言) 2.CSS(電腦

程式語言) 3.Java Script(電腦程式語

言) 4.網頁設計 5.行動資訊  

312.1695  

Spring REST API 開發與測試指南 : 使

用 Swagger 、 HATEOAS 、 JUnit 、

Mockito、PowerMock、Sprint Tesst / 

曾瑞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2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29-2 (平裝)  

1.網頁設計 2.電腦程式設計 

3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1695  

快速學會 ASP.NET 使用 VB.NET 程

式設計 / 鄭博元, 郭芳熙作 .-- 新北市 : 

知果文化, 11011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23-1-6 (平裝附光

碟片)  

1.網頁設計 2.全球資訊網  312.1695  

秒 懂 行 動 網 頁 設 計 Visual studio 

Code+GitHub+Bootstrap5+CSS3+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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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5+Web App 專案實作 / 蕭國倫, 姜琇

森, 陳璟誼, 董子瑜, 朱珮儀, 章家源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4-031-5 (平裝)  

1.網頁設計  312.1695  

ACCELERATE : DEVOPS 背後的科

學 : 建構並擴縮高績效技術組織  / 

Nicole Forsgren, Jez Humble, Gene Kim

著 ; 江少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

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695-9 (平

裝) NT$499  

1.軟體研發 2.電腦程式設計 3.作業

系統  312.2  

系統分析與設計 : 理論與實務應用 = 

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 : theory and 

application / 吳仁和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76

面; 26 公分 .-- (智勝經管系列)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44-6 ( 精 裝 ) 

NT$680  

1.物件導向 2.軟體研發  312.2  

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 : 結合

MDA 與 UML = Object-oriented systems 

analysis and design : an MDA approach 

with UML / 吳仁和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84

面; 26 公分 .-- (智勝經管系列)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49-1 ( 平 裝 ) 

NT$720  

1.物件導向 2.軟體研發  312.2  

秒懂設計模式 / 劉韜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4-026-1 (平裝)  

1.電腦程式設計 2.軟體研發  312.2  

C++程式語言設計寶典 / 洪志維作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12 .-- 

45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

497-3 (平裝)  
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C  

AIOT 與 OpenCV 實戰應用 : Python、

樹莓派、物聯網與機器視覺 / 朱克

剛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19-3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電腦視覺 

3.數位影像處理  312.32P97  

Python 遊戲開發入門講座 / 廣瀨豪原

著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7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33-9 (平

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真槍實彈做專案 : PyQt5 極速開發視

窗軟體 / 明日科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6-59-1 (平裝) NT$880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黑帽 Python : 給駭客與滲透測試者的

Python 開發指南  / Justin Seitz, Tim 

Arnold 著 ; H&C 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

037-7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最 新 Python 基 礎 必 修 課 ( 含 ITS 

Python 國際認證模擬試題) / 蔡文龍, 

張志成, 何嘉益, 張力元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35-3 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邏輯思維與程式設計 : 使用 Python 語

言 / 李春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滄

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400 面 ; 26 公 分  .-- ( 滄 海 書 碼  ; 

CS0444) .-- ISBN 978-626-95050-0-5 

(平裝)  
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32P97  

Notion 人生管理術 / 牧羊妮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

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101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

306-1 (平裝)  

1.套裝軟體  312.49  

AutoCAD 2020 實戰演練 : 建築設計 / 

陳世勳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

化, 11012 .-- 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15-494-2 (平裝)  

1.AutoCAD 2020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

圖  312.49A97  

精通 AutoCAD 2020 建築設計 / 周曉

龍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

11011 .-- 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0-152-8 (平裝)  

1.AutoCAD 2020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

圖  312.49A97  

Excel 行銷管理職場應用設計寶典 / 

林佳生作  .-- 新北市  : 經瑋文化 , 

11012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15-495-9 (平裝)  

1.EXCEL(電腦程式)  312.49E9  

MATLAB 程式設計與應用 / Stephen J. 

Chapman 著 ; 沈志忠譯 .-- 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
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2 .-- 6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06-0-0 (平

裝)  

1.Matlab(電腦程式)  312.49M384  

超 實 用 !Word.Excel.PowerPoint 辦 公

室 Office 必備 50 招省時技(2016/2019) 

/ 張雯燕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1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79-1 (平

裝) NT$390  

1.OFFICE(電腦程式)  312.49O4  

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: Microsoft 

PowerPoint Associate(PowerPoint and 

PowerPoint 2019) : Exam MO-300 / 劉

文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44-5 (平裝)  

1.PowerPoint(電腦程式) 2.PowerPoint 

2019(電腦程式) 3.考試指南  

312.49P65  

PowerPoint 簡報設計寶典  / 林佳生
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 , 

11012 .-- 24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15-499-7 (平裝)  

1.PowerPoint(電腦程式)  312.49P65  

快速學會 Visio 流程圖 / elearningDJ

作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 11012 .-- 48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3-3-

0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VISIO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  

312.49V53  

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: Microsoft 

Word Expert (Word and Word 

2019)Exam MO-101 / 王仲麒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24-7 (平裝)  

1.WORD(電腦程式) 2.考試指南  

312.49W53  

最強圖解 Esp32 輕鬆玩物聯網和 AI

小積木疊創意 以 pocketcard 為教學

板 / 蔡佳倫, 康文耀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6-67-6 (平裝) NT$6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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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.物聯

網  312.52  

雲端視覺化 Android App 技術開發設

計寶典 / 孫惠民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經瑋文化, 11012 .-- 54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615-496-6 (平裝)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52  

運算思維與 App Inventor2 程式設計 / 

簡良諭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69-3 (平

裝)  
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52  

突破困境!企業開源虛擬化管理平台 : 

使用 Proxmox Virtual Environment / 鄭

郁霖(Jason Cheng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

961-6 (平裝)  

1.作業系統 2.虛擬實境  312.53  

用實務案例學會 Linux 網管程式設計 

/ 李至欽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7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65-

5 (平裝)  

1.作業系統  312.54  

資料結構 / 吳美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中 華 電 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用

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48-5 (平裝) 

NT$450  

1.資料結構  312.73  

資料結構入門 : 使用 C 語言 / 陳會安

編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3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68-4 (平裝)  

1.資料結構 2.C(電腦程式語言)  

312.73  

日本頂尖知識 YouTuber 資訊彙整術 : 

蒐集 X 判讀 X 表達,連 9 歲小孩都能

聽懂! / 及川幸久著 ; 賴惠鈴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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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9-03-4 (平裝) NT$340  

1.資料探勘 2.資訊蒐集 3.網路社群  

312.74  

圖解資料庫的工作原理 / 坂上幸大

原著 ; 何蟬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36-

0 (平裝)  

1.資料庫 2.資料探勘  312.74  

PHP & MySQL 武功秘笈 / 藍易作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101 .-- 

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-

155-9 (平裝)  

1.PHP(電腦程式語言) 2.SQL(電腦程

式語言) 3.網頁設計 4.資料庫管理系

統  312.754  

PHP & MySQL 程式設計寶典 / 藍易

作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 , 

11012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15-498-0 (平裝)  

1.PHP(電腦程式語言) 2.SQL(電腦程

式語言) 3.網頁設計 4.資料庫管理系

統  312.754  

PHP、MySQL 與 JavaScript 學習手冊 

/ Robin Nixon 原著 ; 賴屹民譯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82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41-4 (平裝)  

1.PHP(電腦程式語言) 2.SQL(電腦程

式語言) 3.JavaScript(電腦程式語言) 

4.CSS(電腦程式語言) 5.HTML(文件

標記語言) 6.資料庫管理系統  

312.754  

快速學會 PHP & MySQL / 藍易作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 11101 .-- 

528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23-4-7 (平裝)  

1.PHP(電腦程式語言) 2.SQL(電腦程

式語言) 3.網頁設計 4.資料庫管理系

統  312.754  

MySQL 故障排除與效能調校完全攻

略 / 李春, 羅小波, 董紅禹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34-958-

6 (上冊:平裝) NT$600 .-- ISBN 978-

986-434-959-3 (下冊:平裝) NT$680  

1.資料庫管理系統 2.SQL(電腦程式

語言)  312.7565  

資 料 庫 查 詢 語 言  : 以 MySQL 與

ACCESS 資料庫管理解說 / 邱筱雅

著 .-- 初版 .-- [苗栗縣竹南鎮] : 邱筱

雅, 11011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02-6 (平裝) NT$300  

1.關聯式資料庫 2.資料庫管理系統  

312.7565  

資通安全電腦稽核 : 高風險電子商

務詐騙郵件(BEC)查核實例演練 / 黃

秀鳳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傑克商業

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3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59-4-1 (平

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 

1.資訊安全 2.資訊管理  312.76  

網路時代人人要學的資安基礎必修

課 / Sam Grubb 原著 ; 藍子軒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38-4 (平裝)  

1.網路安全 2.資訊安全  312.76  

Python 出神入化 : Clean Coder 才懂的

Pythonic 技法,為你的程式碼畫龍點

睛! / Mariano Anaya 著 ; 江玠峰譯 .-- 

新北市 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4-956-2 (平裝) NT$720  

1.電腦程式設計 2.軟體研發 

3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 312.8  

元宇宙 / 陳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80-

7 (平裝) NT$390  

1.虛擬實境  312.8  

元宇宙時代 / 李承煥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Trend) .-- 

ISBN 978-957-658-713-9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虛擬實境 2.數位科技  312.8  

手遊開發 : 從架構到行銷的 49 堂課 / 

永田峰弘, 大嶋剛直, 福島光輝著 ; 陳

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87-1 (平裝)  

1.線上遊戲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8  

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

Unity 入門講義 / 盛介中著 .-- 初版 .-- 

苗栗縣竹南鎮 : 盛介中, 11011 .-- 175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99-

9 (平裝) NT$250  

1.電腦遊戲 2.電腦程式設計  312.8  

威力導演輕鬆快樂學 / 蔡建民, 蘇清

得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全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8-0-2 (平裝)  

1.多媒體 2.數位影像處理 3.影音光

碟  312.8  

電玩遊戲設計與腳本創作法 / 弗林

特.迪爾(Flint Dille), 約翰.祖爾.普拉

騰(John Zuur Platten)著 ; 殷瑜, 陳依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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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0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201-2 (平

裝) NT$1200  

1.電腦遊戲 2.電腦程式設計 3.腳本  

312.8  

輕鬆玩 Scratch3.0 學程式設計 / 黃建

庭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71-6 (平裝)  

1.電腦遊戲 2.電腦動畫設計  312.8  

學會多媒體設計的 12 堂黃金入門課 : 

免費共享軟體 x 影像處理設計 x 視

訊剪輯製作 x3D 動畫實務 / 鄭苑鳳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4-957-9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多媒體  312.8  

AI 硬體專屬晶片 : 最新技術未來創

新發展 / 張臣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4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57-

7 (平裝) NT$880  

1.人工智慧 2.晶片 3.仿生學 4.技術

發展  312.83  

最新人工智慧概論 : 含 AIL 國際認證

Specialist、Expert Level / 戴建耘, e 檢

工作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

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86-

0 (平裝)  

1.人工智慧  312.83  

AutoML 自 動 化 機 器 學 習  : 用

AutoKeras 超輕鬆打造高效能 AI 模型 

/ Luis Sobrecueva 作 ; 許珮瑩譯 .-- 臺

北 市  : 旗 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2-697-3 (平裝) NT$560  

1.機器學習 2.人工智慧  312.831  

集成式學習大全 : 應用全部所學,打

造 最 強 模 型  / George Kyriakides, 

Konstantinos G. Margaritis 著 ; 張康寶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12-694-2 ( 平 裝 ) 

NT$750  

1.機器學習 2.資料探勘  312.831  

機器學習 : 從入門到進階應用 / 黃建

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28-5 (平裝)  

1.機器學習  312.831  

快速學會 Photoshop 影像處理 / 趙雅

芝作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 11011 .-- 

504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23-2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數位影像處理  312.837  

iPad 電繪插畫課 : 0 基礎新手,愛上走

到哪畫到哪的樂趣 / 張元綺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1X2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0-189-3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電腦繪圖 2.繪畫技法  312.86  

天文學 

科學偵查隊 : 宇宙星球圖解百科 / 智

慧鳥作.繪 ; 羅性宜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5-48-3 (平裝)  

1.宇宙 2.太陽系 3.通俗作品  323  

為什麼宇宙的一切都剛剛好? : 超解

析 22 個支撐宇宙運行的物理常數 / 

松原隆彥著 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東 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9-072-3 (平裝)  

1.天體物理學 2.宇宙  323.1  

4D 百科 : 太空探險 / 迪沃(Devar)教

育娛樂科技公司編著 ; 蔡心語編譯 .-

- 臺 中 市  : 晨 星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52 面; 27 公分 .-- (IQ UP ; 

34) .-- ISBN 978-626-320-044-9 (精裝) 

NT$350  

1.太空科學 2.通俗作品  326  

超厲害的天氣圖鑑 : 解開天空的一

切奧祕! / 荒木健太郎作 ; 洪于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
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

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88-63-2 (平裝)  

1.氣象學 2.天氣 3.通俗作品  328  

物理 

基礎物理 / 王力行, 胡振祿, 卓達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8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96-8 (平裝) 

NT$400  

1.物理學  330  

運動生物力學 / Peter M. McGinnis 作 ; 

張至滿, 劉錦璋, 陳帝佑, 洪得明, 陳

重佑, 何維華, 蔡虔祿, 朱彥穎, 程欣

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禾楓書局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4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228-7-4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運動力學 2.生物力學  332.2  

動力學 / 劉上聰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5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

970-7 (平裝) NT$440  

1.動力學  332.3  

小浣熊想抓住光 / 王均豪文 ; 陳瑩慈
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教育之友文化, 

11101 .-- 40 面; 22 公分 .-- (科學繪館 ; 

1) .-- ISBN 978-986-5783-89-1 (精裝) 

NT$300  

1.物理光學 2.繪本  336.4  

[國民營事業]基本電學致勝攻略 / 陳

新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71-7 (平

裝)  

1.電學 2.電路  337  

(鐵路特考)基本電學(含大意)實戰秘

笈 / 陳新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6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68-7 (平裝)  

1.電學 2.電路  337  

應用超導體 / 岩田章作 ; 沈俊傑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01-531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超導體  337.473  

基本粒子 : 進入微觀的神祕世界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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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年

伽利略 ; 18) .-- ISBN 978-986-461-270-

3 (平裝) NT$250  

1.粒子 2.核子物理學  339.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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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 

50 則非知不可的化學概念 / 海莉.柏

琪(Hayley Birch)著 ; 張如芸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0 公分 .-- 

(EZ learn) .-- ISBN 978-626-317-419-1 

(平裝) NT$320  

1.化學 2.通俗作品  340  

分析化學 : 古典分析 / F. James Holler, 

Stanley R. Crouch 著 ; 方嘉德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

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102 .-

- 5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06-1-7 (平裝)  

1.分析化學  341  

儀器分析 / 林志城, 梁哲豪, 張永鍾, 

薛文發, 施明智合著 .-- 四版 .-- 臺中

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

818-7 (平裝) NT$400  

1.儀器分析  342  

狂熱芳療師 精油調配研究室 / 克莉

絲汀娜 .安西斯(Christina Anthis)作 ; 

廖亭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29-0 (平

裝) NT$400  

1.香精油 2.芳香療法  346.71  

元素與離子 : 離子的構成與化學用

途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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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

- (少年伽利略 ; 17) .-- ISBN 978-986-

461-269-7 (平裝) NT$250  

1.元素 2.離子 3.通俗作品  348.21  

地質學 

集水區水文分析 / 李錦育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

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, 11101 .-

- 3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4877-2-7 (平裝) NT$500  

1.水文學 2.集水區  351.7  

HARA 哈拉回家 / ㄈㄈ圖 ; 吳侑庭, 張

瑜芳文 ; 騰莫言.基鬧, 林慧玲阿美族

語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經濟部水利署

第九河川局, 11012 .-- 30 面; 25X25 公

分 .-- 中文、阿美族語對照 .-- ISBN 

978-986-533-219-8 (精裝)  

1.河川 2.自然保育 3.繪本 4.鱉溪  

351.81  

WOW!驚喜百科. 3, 用 AR 認識海洋 / 

迪沃(Devar)教育娛樂科技公司作 ; 蔡

心語編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72 面; 23X25 公分 .-- 

(IQ up ; 31) .-- ISBN 978-626-320-030-2 

(精裝) NT$330  

1.海洋學 2.通俗作品  351.9  

國際海洋保育專論 / 馬祥祐, 高瑞新, 

張懿, 高瑞鍾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宏冠出版社出版 ; 金門縣 : 國立金門

大學海洋事務中心發行, 11011 .-- 38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92-8-

9 (平裝) NT$750  

1.海洋環境保護 2.海洋資源保育  

351.9  

海洋事務與金門海洋保育 = Marine 

affairs and marine conservation in 

Klnmen / 高瑞新, 馬祥祐, 張水鍇, 楊

清喬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宏冠出

版社出版 ; [金門縣金寧鄉] : 國立金

門大學海洋事務中心發行, 11011 .-- 

256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389-0-4 (平裝) NT$750  

1.海洋環境保護 2.海洋資源保育 3.

文集 4.福建省金門縣  351.907  

臺灣里海 : 與海洋和諧共榮的社區

故事 / 蕭堯仁, 賴玟潓, 陳均龍, 陳璋

玲, 黃宗舜, 黃㴒絜, 唐炘炘編著 .-- 初

版 .-- 基隆市 :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媒

體公關暨出版中心, 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水產試驗所, 11012 .-- 189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11-5-6 (平裝) 

NT$320  

1.海洋環境保護 2.海洋資源保育 3.

漁村 4.臺灣  351.907  

海洋環境基礎特性科普手冊 : 恆春

半島海域/北海岸海域/東北角海域/

澎湖海岸與南方四島 / 曾若玄, 沈勇

廷, 張永昇, 廖建明, 賴堅戊, 姜國正, 

陳沛宏文字編輯 .-- 高雄市 : 國家海

洋研究院, 11012 .-- 7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7-67-8 (平裝)  

1.海洋水文學 2.海洋氣象  351.93  

雲林地區深層壓縮參數調查與資料

分 析  = Compressibility parameter 

investigation and field data analysis for 

deep strata in Yunlin area / 林政偉計畫

主持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經濟部水利

署水利規劃試驗所, 11012 .-- 25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17-4 (平

裝) NT$800  

1.地層下陷  354.7  

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說明書. 圖幅

第十二號 , 苗栗  / 江婉綺 , 陳柏村

[作]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經濟部中

央地質調查所, 11012 .-- 119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22-8 (平裝)  

1.地質調查 2.地質圖 3.臺灣  356.33  

寒武紀大爆發 : 視覺如何驅動物種

的大爆發 / 派克(Andrew Parker)著 ; 

陳美君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

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貓頭鷹書房) .-- 

ISBN 978-986-262-525-5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無脊椎動物化石 2.古生物學 3.生

物演化 4.寒武紀  359.51  

4D 百科 : 恐龍世界 / 迪沃(Devar)教

育娛樂科技公司作 ; 蔡心語編譯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84 面; 27 公分 .-- (IQ UP ; 33) .-- ISBN 

978-626-320-043-2 (精裝) NT$350  

1.爬蟲類化石 2.通俗作品  359.574  

超真實!恐龍生存圖鑑 / 小林快次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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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

(廣泛閱讀) .-- ISBN 978-626-7050-46-

0 (平裝) NT$350  

1.爬蟲類化石 2.通俗作品  359.574  

生物學 

生 物 大 圖 鑑  = Visual book of the 

biology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陳朕

疆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4

公分 .-- (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列)(伽

利略科學大圖鑑 ; 7) .-- ISBN 978-986-

461-271-0 (平裝) NT$630  

1.生命科學  360  

我們的祖先 : 魚奶奶 : 孩子的第一本

演化書 / 喬納森.推特(Jonathan Tweet)

作 ; 凱倫.路易斯(Karen Lewis)繪 ; 林

大利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

378-3 (精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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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演化論 2.生物演化 3.動物 4.通俗

作品  362  

物種起源 / 查爾斯.達爾文著 ; 舒德干, 

陳鍔, 尹鳳娟, 蒙世傑, 陳苓, 邱樹玉, 

華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8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13-9 (平

裝) NT$700  

1.達爾文主義 2.演化論  362.1  

*霧隱微光 : 馬祖列島發光生物 / 方

華德, 謝佳宏撰文 .-- 初版 .-- 連江縣

南竿鄉 : 連江縣政府, 連江縣政府產

業發展處, 11011 .-- 96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8-50-7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海洋生物 2.發光生物 3.生物生態

學 4.福建省連江縣  366.98  

我 ,微生物&我 / 菲利浦邦廷(Philip 

Bunting)文.圖 ; 張東君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格林名

家繪本館) .-- ISBN 978-986-5576-54-7 

(精裝)  

1.微生物學 2.繪本  369  

醫師國考 Winner : 微生物學 / 王存孝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

版社, 1110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8-436-7 (平裝)  

1.微生物學  369  

植物學 

有趣到不可思議的樹木果實圖鑑 : 

300 種果實驚人的機能美和造形美,

前所未有的鑑賞級寫真 / 小林智洋, 

山東智紀著 ; 盧姿敏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32-9392-7 (平裝) NT$600  

1.果實 2.植物圖鑑  371.74025  

古道夢 : 浸水營越嶺路西段植群 / 陳

玉峯, 楊國禎, 潘富哲, 董藹光作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6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608-580-2 (平裝) NT$680  

1.植物志 2.浸水營古道  375.233  

醉人植物博覽會 : 香蕉、椰棗、蘆

薈、番紅花......如何成為製酒原料 ,

形成啜飲的歷史 / 艾米.史都華(Amy 

Stewart)著 ; 周沛郁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2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(Thales) .-

- ISBN 978-957-05-3383-5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食用植物 2.製酒  376.14  

動物學 

我們與動物的距離 : 道德、規範與

信仰,原來演化自我們無私的基因 / 

法蘭斯.德瓦爾(Frans de Waal)著 ; 陳

信宏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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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Life and 

science ; MX0012)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52-0 (平裝) NT$520  

1.動物行為 2.利他行為 3.利他主義  

383.7  

昆蟲運動會 / 何佳芬作 ; 黃淑華插

圖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5553-39-5 (精裝) 

NT$350  

1.昆蟲 2.通俗作品  387.7  

蜂巢之道 / 傑.霍斯勒(Jay Hosler)作.

繪 ; 林大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81-1 (平裝) NT$330  

1.蜜蜂 2.動物行為 3.漫畫  387.781  

墾丁國家公園蛾類圖鑑. 第一冊, 大

異角類 =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moths 

of Kenting National Park. part 1, 

macroheterocera / 顏聖紘, 廖士睿, 陳

怡潔, 魏嬗如, 陳俊博著 .-- 初版 .-- 屏

東縣恆春鎮 :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, 

11012 .-- 36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6-33-7 (平裝) NT$500  

1.蛾 2.動物圖鑑 3.墾丁國家公園  

387.793  

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魚類生態圖

鑑  = Fishes of South Penghu Marine 

National Park / 陳義雄作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: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, 11012 .-

- 3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6-26-9 (精裝) NT$300  

1.魚 2.動物圖鑑 3.澎湖南方四島國

家公園  388.533025  

瘋狂的海馬 : 海底世界的超級獨角

獸 / 提爾.海因(Till Hein)著 ; 鐘寶珍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出版 : 大

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4-02-2 (平裝) NT$420  

1.海馬  388.596  

*馬祖蛙類及蜥蜴生態導覽 / 蔡志和, 

謝佳宏撰文 ; 謝佳宏, 蔡志和, 巫奇勳

主編 .-- 初版 .-- 連江縣南竿鄉 : 連江

縣政府, 11011 .-- 64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8-49-1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1.蛙 2.蜥蜴 3.動物生態學 4.福建省

連江縣  388.691  

鳥的生活 : 鳥類如何對話?鳥也要工

作!?演化如何驅策這個生物?這樣美

麗的生物如何生?如何死?如何娛樂、

求偶和思考? / 珍妮佛.艾克曼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101 .-- 412

面 ; 21X19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153-4-9 (平裝) NT$690  

1.鳥類 2.動物行為  388.8  

香港人在台灣觀鳥 / 鄭國上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69-1 (平裝) NT$320  

1.鳥類 2.賞鳥 3.臺灣  388.833  

澎湖南方四島鳥類生態解說手冊 = 

Birds of South Penghu Marine National 

Park / 蔡若詩, 李昱緯, 洪貫捷, 呂佳

家, 洪崇航撰文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, 11012 .-- 1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71-9 (精

裝) NT$250  

1.鳥類 2.動物生態學 3.解說 4.澎湖

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 388.833  

天荒夜談.夢想起飛. 2020 = Night talk 

about the barren world. Dreams take off. 

/ 王縈瑩, 王韻筑, 何文琳, 李佳靜, 吳

采欣, 吳宸芳, 林育妤, 林昕妍, 林亭

均, 林柏廷, 林思妤, 林俊亦, 林歆玲, 

洪子祥, 柯俊羽, 胡廷宜, 陳怡君, 陳

香吟, 陳柏芝, 陳羿廷, 陳椎臻, 陳舒

嫻, 彭万嘉, 黃勉源, 張栩寧, 張棋荃, 

張萓庭, 楊孟勳, 楊孟豫, 蔣沛均, 賴

思羽作 .-- [南投縣草屯鎮] : 南開科技

大學, 11012 .-- 56 面; 21X30 公分 .-- 

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6371-9-0 

(平裝)  

1.鴞形目 2.野生動物保育 3.繪本 4.

臺中市霧峰區  388.892  

人類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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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大腦行為科學玩行銷 : 抓住潛意

識,顧客不自覺想掏錢買單,賣什麼都

暢銷 / 萩原一平著 ; 王郁雯譯 .-- 初

版 .-- [臺北市] : 格致文化出版 : 方言
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

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93-5-9 (平裝) NT$360  

1.腦部 2.行為科學  394.911  

生理學 / 許家豪, 張媛綺, 唐善美, 巴

奈.比比, 蕭如玲, 陳昀佑編著 .-- 四
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3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0-789-0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人體生理學  397  

好奇心圖解大百科. 3, 人體奧秘 / 史

蒂芬妮.樂居(Stéphanie Ledu)文 ; 班傑

明.貝谷(Benjamin Bécue), 伊拉莉亞.

法羅西(Ilaria Falorsi), 梅莉桑德.路德

朗傑(Mélisande Luthringer), 茱莉.梅西

葉(Julie Mercier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

11102 .-- 9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1-09-2 (精裝)  

1.人體生理學 2.通俗作品  397  

科學偵查隊 : 人體奧妙圖解百科 / 智

慧鳥作.繪 ; 羅性宜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5-49-0 (平裝)  

1.人體學 2.通俗作品  397  

歡 迎 你 的 月 經 ! / 由 美 . 史 代 恩 斯

(Yumi Stynes), 江雪玲(Melissa Kang)

文 ; 珍妮.雷瑟姆(Jenny Latham)圖 ; 謝

維玲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

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176 面; 22 公分 .-- (知識滴 ; 

38) .-- ISBN 978-626-7038-09-3 (平裝) 

NT$380  

1.青春期 2.月經 3.衛生教育  397.13  

最新物理治療精選. 2, 肌動學與生物

力學 / 林佳葦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

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8-8-1 (平

裝) NT$350  

1.肌肉生理 2.運動生理學 3.生物力

學  397.3  

視 覺系統 的臨 床解剖 與生 理學  = 

Clinical anatomy and physiology of the 

visual system / Lee Ann Remington, 

Denise Goodwin 原著 ; 楊文卿, 馮琮

涵, 陳資嵐, 邵儀菁, 李東昇編譯 .-- 4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14-9-8 (平裝)  

1.眼睛 2.視覺生理 3.局部解剖學  

398.291  

Lehninger 生物化學 / David L. Nelson, 

Michael M. Cox 原著 ; 許晉銓, 黃翠婷, 

林民昆, 陳煥源, 陳祖豐, 鄧洪音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

11101 .-- 13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8-439-8 (精裝)  

1.生物化學  399  

鎂日健康 : 抗發炎與過敏、改善失

眠、防血栓、保護心臟與血管、調

控血壓與血糖、遠離癌症 / 安娜.瑪

麗亞 .拉尤斯提西亞 .貝爾嘉沙 (Ana 

Maria Lajusticia Bergasa)著 ; 許秀全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92 面; 

21 公分 .-- (悅讀健康 ; 165) .-- ISBN 

978-626-95292-9-2 (平裝) NT$380  

1.鎂 2.營養  399.24  

應用科學類 

總論 

GOOD 古的工藝有智慧 / 王派仁著 ; 

阿喵菜市場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法人國語日報社, 11101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51-887-3 (平

裝) NT$320  

1.生活科技 2.工藝設計 3.通俗作品  

400  

醫藥 

創新 : 醫院中全人照護的創新教學 / 

李佳蓉, 李昀潔, 巫蓓雯, 林裕峯, 林

哲瑋, 林立峯, 林真慧, 金美雲, 金姍

明, 胡朝榮, 洪季興, 許瀚仁, 邱浩彰, 

黃逸君, 黃慧瑜, 劉燦宏, 劉劭穎, 劉

仲彬, 陳資濤, 陳冠元, 陳瑞, 陳淑惠, 

黎燕縈, 蔡園菁, 譚家偉, 蘇千玲, 蘇

蕙琪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生福

利部雙和醫院(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

建經營), 11012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86070-2-6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醫學教育 2.文集  410.307  

中華養生 / 周君山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周君山, 11102 .-- 56 面; 15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543-9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1.健康法 2.養生  411.1  

物理的正向效應全身振動療法 : 2010

年以後最新研究「振」走你的不舒

服,有效改善常見的 15 種疾病問題 = 

Whole body vibration training / 鄭世裕, 

原來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
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3 公

分 .-- (健康與運動 ; 36) .-- ISBN 978-

626-320-028-9 (平裝) NT$350  

1.健康法 2.運動健康  411.1  

消除數位過勞的 56 個練習 / 西多昌

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(Mind map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714-6 (平裝) NT$380  

1.健康法 2.疲勞  411.1  

*健康生活漫談 / 鄧韻梅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必中出版社, 11011 .-- 

160 面; 29 公分 .-- (詩韻小札 ; 第 12

集) .-- ISBN 978-986-98380-4-7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健康法 2.養生  411.1  

氫分子醫學問與答寶典 = Hydrogen 

molecular medicine Q&A / 陳幸吟, 陳

興漢合著 .-- 臺北市 : 漢珍數位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8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0-9-0 (平裝) 

NT$400  

1.健康法 2.氫 3.問題集  411.1022  

我決定要活 120 歲 : 長壽,活力,和生

命轉化的古代智慧 / 李承憲(Ilchi Lee)

著 ; 陳文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地

平線文化,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28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84-2-6 (平裝) NT$360  

1.長生法  411.18  

成分迷思 : 正確解讀健康新聞的 10

堂通識課 / 喬治.翟登(George Zaidan)

著 ; 甘錫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

路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76-0-0 ( 平 裝 ) 

NT$4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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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食物 2.營養 3.化學成分 4.通俗作

品  411.3  

吃出逆齡好膚質 / 好食課營養師團

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101 .-- 

2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-

00-1 (平裝) NT$420  

1.健康飲食 2.皮膚美容學  411.3  

你吃椰子油的方法 80%都是錯的! : 

百萬人都在吃椰子油,但你吃的方法

是對的嗎?一天就有感,兩週就見效,

最簡單易做的正確吃油法 / 白澤卓

二著 ; 陳光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如 果 出 版  : 大 雁 出 版 基 地 發 行 , 

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5-10-7 (平裝) NT$300  

1.椰子油 2.健康食品 3.食療  411.3  

救命飲食.下一口該吃什麼? : 別讓錯

誤的營養知識傷了你! / T.柯林.坎貝

爾(T. Colin Campbell), 尼爾森.迪斯拉

(Nelson Disla)著 ; 邱文心譯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Thinking ; 

16) .-- ISBN 978-986-5496-50-0 (平裝) 

NT$460  

1.營養 2.健康飲食  411.3  

臨床營養學 : 膳食療養. volume 2 / 陳

淑娟, 尹彙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101 .-- 320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37-4 (平裝)  

1.營養學 2.食療  411.3  

優質飲食聖經 : 法國名廚名醫營養

師聯手設計,結合超級食物和地中海

飲食法,100+道營養均衡、簡單易做

的美味料理  / 米榭 .西姆斯 (Michel 

Cymes), 達 米 安 . 杜 克 斯 涅 (Damien 

Duquesne), 歐黑莉.蓋里(Aurélie Guerri)

著 ; 楊雯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奇

光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101 .-- 288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78-7-3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1.健康飲食 2.食譜  411.3  

練習蔬食 : 超過 100 道多元營養搭配

的純植料理 / 李賢珠文 ; 張鈺琦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好

日好食 ; 58) .-- ISBN 978-957-658-707-

8 (平裝) NT$380  

1.素食食譜 2.健康飲食  411.371  

小種子發芽了 / 謝茵寧圖.文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克蘭普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24 面; 25X25 公分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122-2-6 (精

裝) NT$320  

1.瑜伽 2.繪本  411.7  

每天 10 分鐘,皮拉提斯正骨美型消痠

痛 / 卓莉(Lily 老師)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12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商周

養生館 ; 68) .-- ISBN 978-626-318-090-

1 (平裝) NT$350  

1.運動健康  411.71  

1 分鐘輕鬆做擺臀深蹲解痛術 / 吉原

潔作 ; 洪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10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

365-5 (平裝) NT$320  

1.健身運動 2.腰 3.膝痛  411.711  

小雨麻健身健心 / 小雨麻作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家庭

與生活 ; 74) .-- ISBN 978-626-305-120-

1 (平裝) NT$380  
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3.健康飲食  

411.711  

超核心腿臀肌力訓練法 / 鄭信義作 ; 

廖慧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

化, 1110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

樹 ; 72) .-- ISBN 978-626-7065-06-8 (平

裝) NT$360  
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3.肌肉  

411.711  

睡眠外科權威、長庚醫院李學禹醫

師告訴您如何 : 熟睡迎接每一天! / 

李學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

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

(名醫圖解 ; 27) .-- ISBN 978-626-7095-

00-3 (平裝) NT$380  

1.睡眠 2.健康法  411.77  

新興菸品健康危害研議 = Health risk 

assessment of novel and emerging 

nicotine and tobacco products / 論 壇

「新興菸品健康危害研議」委員會

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財團法

人國家衛生研究院, 11011 .-- 23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63-4 (平

裝) NT$250  

1.吸菸 2.菸害防制  411.84  

168 斷食減重完全手冊 : 輕鬆執行、

終身受用、一次就上手 / 周秉榮, 王

凱森作 .-- 臺北市 : 亞太斷食協會, 

11012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501-0-4 (平裝) NT$168  

1.減重 2.斷食療法  411.94  

不節食、不斷醣!營養師的高速甩脂

計畫 : 掌握正確飲食思維,吃到飽也

能甩掉頑固體脂肪 / 孫語霙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0-98-5 (平裝) NT$320  
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3.食譜  411.94  

直覺斷食 : 四週彈性間歇性斷食,提

升新陳代謝、恢復健康、有效瘦身 / 

威爾.柯爾(Will Cole)著 ; 楊雅琪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

- (健康樹 ; 168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618-4 (平裝) NT$380  

1.減重 2.斷食療法 3.健康飲食  

411.94  

減重關鍵秘密 / 宋天洲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

690-7 (平裝) NT$380  

1.減重 2.外科  411.94  

健康中國 : 1949-2019 / 中國人口宣傳

教育中心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時

代, 11012 .-- 388 面; 23 公分 .-- (社會

館 ; ES014) .-- ISBN 978-626-95265-0-5 

(平裝) NT$880  

1.公共衛生史 2.中國  412.092  

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年報. 2020= Health 

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

2020 annual report / 陳南松, 邱惠慈, 施

靜儀, 陳淑芬, 楊惠如, 傅瓊慧, 吳雅

玲, 林宛蓁, 湯澡瑛, 王碧蘭, 黃敏慧, 

游寶珠, 王俊翔, 甄蕙芬, 施金山, 廖

佳郁, 邱美燕, 蕭秉豐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, 11011 .-

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1-57-8 (平裝)  

1.衛生行政 2.臺中市  412.133/115  

食品安全與冷鏈管理 / 王翊和, 葉佳

聖編著 .-- 一版 .-- [新北市] : 滄海圖

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72 面; 

26 公分 .-- (滄海書碼) .-- ISBN 978-

626-95050-1-2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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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食品衛生管理 2.餐飲管理 3.物流

管理 4.供應鏈管理  412.25  

反疫苗運動 : 一個野心勃勃的醫生,

一篇只有 12 位個案的偽科學論文,如

何欺騙了全世界,讓英國人付出了一

整個世代的慘痛代價! / 布萊恩.迪爾

(Brian Deer)著 ; 林曉欽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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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110-6 (平裝) NT$450  

1.威克菲爾德(Wakefield, Andrew J.) 2.

公共衛生 3.疫苗 4.學術研究 5.英國  

412.4  

疾病擬人設定集 = Disease : the art of 

personified disease / ALOKI, Quan, Say 

HANa, 蚩尤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

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469-69-6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499 .-- ISBN 978-986-5469-70-2 (第

2 冊:平裝) NT$499  

1.疾病防制 2.傳染性疾病 3.衛生教

育 4.通俗作品  412.4  

抗議!誰說我們不能抗疫! / 林蕙蕿, 

陳映汝作 ; 紹華繪 .-- 彰化市 : 覺淺

文教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40-0-3 (精裝) 

NT$390  
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衛生教育 3.繪

本  412.471  

疫苗戰爭 : 全球危機下 Covid-19 疫苗

研發揭密,一場由科學家、企業、政

府官員交織而成的權力遊戲與英雄

史詩 / 布蘭登.波瑞爾(Brendan Borrell)

著 ; 吳國卿, 王惟芬, 高霈芬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

(全球視野) .-- ISBN 978-957-08-6115-

0 (平裝)  

1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.傳染性疾

病防制 3.疫苗 4.預防接種  412.471  

華佗開講. VIII, 疫情與健康養生 / 楊

志良, 陳亮恭, 楊賢鴻等作 ; 潘金英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

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基金會, 11012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企業人健康管理

叢書 ; 8) .-- ISBN 978-986-06149-2-3 

(平裝)  

1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.家庭醫學 

3.保健常識  412.471  

預兆 : 疫情失控紀事 / 麥可.路易士

(Michael Lewis)著 ; 卓妙容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早安財經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早安

財 經 講 堂  ; 98) .-- ISBN 978-986-

99329-9-8 (平裝) NT$380  

1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.傳染性疾

病 3.病毒感染  412.471  

隔離 : 封城防疫的歷史、現在與未

來 / 傑夫.馬納夫(Geoff Manaugh), 妮

可拉.特莉(Nicola Twilley)著 ; 涂瑋瑛, 

蕭永群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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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4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68-0 (平裝) NT$550  

1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.傳染性疾

病防制  412.471  

讓愛升溫 : SARS 瘟疫/用愛密織防疫

網 / 洪綺伶, 曾美姬, 丁碧輝, 吳珍香, 

林瑩欣, 柯玲蘭, 高愛芬, 曾修宜, 曾

秀旭, 蕭惠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慈濟人文出版社, 11011 .-- 464 面; 21

公分 .-- (莫忘那一年. 2003) .-- ISBN 

978-626-95171-4-5 (精裝)  
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病毒感染  

412.471  

做工的場所 : 工地環境心理與健康

促進 / 鄭晃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429-0 (平裝) NT$380  
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3.營造業  

412.53  

職業傷病防治年報. 109 年 / 國立臺

灣大學附設醫院職業傷病管理服務

中心編輯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職業安

全衛生署, 11011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6-92-3 (平裝)  

1.勞工衛生 2.職業病  412.53  

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年 報 . 2021-2022 = 

2021-2022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

annual report /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

保險署編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中

央健康保險署, 11012 .-- 104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68-9 (平裝) 

NT$200  

1.全民健康保險  412.56  

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及解釋彙編 / 衛

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

保險署, 11012 .-- 451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9-67-2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全民健康保險 2.保險法規  412.56  

方脈小品 : 中醫各科臨床診治要點 / 

陳曉明著 .-- 新北市 : 集夢坊, 11012 .-

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75-1-8 (平裝) NT$400  

1.中醫 2.臨床醫學  413.2  

東方的一道光 :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

中西合療之路 /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

中醫部主述 ; 吳立萍採訪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播人文志

業基金會, 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37-25-6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中西醫整合  413.2  

50 年行醫回顧 : 從心看健康 / 鄭阿乾

著作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鄭中醫診所, 

11102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(中醫保健

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85657-7-7 (精

裝) NT$1200  

1.中醫 2.養生 3.健康法  413.21  

治癒假象 : 小病為何被治成大病,找

對病因才能治好病 / 楊力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47-3 (平裝) 

NT$375  

1.中醫 2.預防醫學  413.21  

中醫常見內分泌疾病診治心法 : 中

西醫結合 / 鄭淑鎂, 簡鸞瑤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宏道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- (中醫

寶典 ; 2) .-- ISBN 978-986-7232-88-5 

(精裝) NT$800  

1.內分泌疾病 2.中醫治療學 3.中醫

診斷學 4.中西醫整合  413.3  

針灸衛道去邪之延年益壽抗衰老  / 

劉仲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思

出版事業網, 11012 .-- 464 面; 21 公

分 .-- (醫療保健 ; 11) .-- ISBN 978-986-

0762-16-7 (平裝) NT$550  

1.針灸 2.經穴  413.91  

穴療 : 對症按摩 x 拍打 x 刮痧,小病

自己來! / 陳品洋編審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博 思 智 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49-4-7 (平裝) NT$300  

1.經穴 2.按摩 3.養生  413.91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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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圖解關節穴道激痛點療法 / 理查.

芬恩著 ; 謝明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23-

4 (平裝)  

1.按摩  413.92  

國醫大師圖說穴位按摩 / 李業甫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版

社, 11101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

絕招 ; 8) .-- ISBN 978-986-06717-6-6 

(平裝) NT$330  

1.按摩 2.經穴  413.92  

上善超級氣功 / 侯秋東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成嘉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567-5-8 (平裝) NT$220  

1.氣功  413.94  

太極洗髓功 / 陳振順著 .-- 初版 .-- 花

蓮市 : 陳振順, 11011 .-- 103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52-1 (平裝) 

NT$1500  

1.氣功 2.健康法  413.94  

新編少林秘傳養生功法 : 八段錦、

十二段錦、彈肚功、甩手功與卻病

延年功法 / 莊豐源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 市  : 元 神 館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風雲系

列 ; 6) .-- ISBN 978-986-6465-40-6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250  

1.氣功 2.健康法  413.94  

國醫大師圖說刮痧 / 李業甫主編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版社, 

11101 .-- 254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絕

招 ; 9) .-- ISBN 978-986-06717-7-3 (平

裝) NT$330  

1.刮痧  413.99  

揭開臺灣森林紅寶石的神奇功效  : 

牛樟芝 / 王升陽, 賴宗賢, 陳婉菁, 李

政暾, 謝翰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4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67-

7 (平裝) NT$380  

1.牛樟芝  414.34  

醫師認證最強漢方藥 : 人參養榮湯 : 

倦怠乏力、貧血、虛冷、失眠、健

忘、掉髮、消化不良 ......都有解!改

善胃弱體虛、有效減少化療副作用!

中藥行就配得到,日日湯療,延命養壽! 

/ 工藤孝文著 ; 羅淑慧譯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方舟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176 面; 

23 公分 .-- (名醫圖解 ; 4024) .-- ISBN 

978-626-7095-05-8 (平裝) NT$350  

1.中藥方劑學 2.養生  414.6  

身體檢查與評估 / 林靜幸, 田培英, 李

書芬, 藍菊梅, 李筱薇, 謝春滿, 蔡家

梅, 吳書雅, 李婉萍, 曹英, 高淑允, 方

莉, 孫凡軻, 李業英, 陳翠芳編著 .-- 第

六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65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91-3 (平裝) 

NT$780  

1.健康檢查 2.診斷學  415.21  

物理治療師考試秘笈. 8, 心肺疾病物

理治療學 / 翁滋嬪, 黃郁潔合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2-819-4 (平裝) NT$350  

1.心血管疾病 2.呼吸道疾病 3.物理

治療  415.3  

護心時代 : 心血管不暴走!國際血液

醫學權威教你守護健康的七堂課 / 

伍焜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
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65-1 (平

裝) NT$380  

1.心血管疾病 2.保健常識  415.3  

愛,在每個心跳 : 十二位開心英雄的

故事 / 謝其濬, 陳慧玲, 陳培英作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48 面; 23

公分 .-- (健康生活 ; BGH199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400-1 (平裝) NT$420  

1.心臟病 2.病人 3.文集  415.31  

不依賴藥物,也能血糖值下降的方法 : 

日本名醫臨床實證,有助減少胰島素

注射,避免危險併發症,順便減重 14

公斤! / 水野雅登著 ; 羅淑慧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出版 : 遠足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

- 256 面 ; 21 公分  .-- (名醫圖解  ; 

4023) .-- ISBN 978-626-7095-03-4 (平

裝) NT$380  

1.糖尿病 2.健康法  415.668  

吞了 30000 顆仙丹的女人 : 一個紅斑

性狼瘡患者的生命故事 / 林惠美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元亨書院, 11012 .-

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1282-2-3 (平裝)  

1.紅斑性狼瘡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 

415.6951  

蕁麻疹定義、分類、診斷暨治療共

識. 2021 年更新版 = Consensus for the 

definition, classification, diagnosis and 

management of urticaria / 朱家瑜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臻呈文化行銷

有限公司出版 :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

發行, 11011 .-- 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108-3-5 (精裝)  

1.蕁麻疹  415.741  

誰說你一定非得要想通? : 給總是越

想越糾結的你,不用吃藥的療「鬱」

處方箋 / 皮亞.卡萊森(Pia Callesen), 安.

梅特.福特普著 ; 林怡婷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

0703 種)(Upward ; 124) .-- ISBN 978-

986-5596-52-1 (平裝)  

1.憂鬱症 2.心理治療 3.認知治療法  

415.985  

心靈龍捲風 : 理解 X 接納 恐慌症療

癒故事 / 蔡香蘋編著 ; 黃龍杰導讀 ; 

許健一, 賴秀慧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拓展

系列 ; D217) .-- ISBN 978-957-693-962-

4 (平裝) NT$450  

1.恐慌症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 

415.992  

焦慮恐慌自救手冊 : 為什麼是我?如

何停止焦慮打開行動人生? / 海倫.奧

德斯基 (Helen Odessky)著  ; 趙燕飛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
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4-16-2 (平裝) NT$360  

1.焦慮症 2.恐慌症 3.情緒管理  

415.992  

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一般外科系論文

集. 2010-2020 / 葉俊男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出版 : 尖端醫學出版社發行, 

1101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97-9 (平裝) NT$350  

1.外科 2.文集  416.07  

造口生活的第一本書 : 造口知識與

照護輕鬆學 / 松浦信子, 山田陽子原

著 ; 黃品玟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

記圖書出版社, 11101 .-- 1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40-4 (平裝)  

1.人工器官 2.護理學  416.18  



30 

 

唇顎裂產後攻略集 / 楊子逸, 王儒萱, 

陳國鼎, 潘禕琳, 葉曉倩, 陳中明, 林

哲玄, 陳姵璇, 李琇菁, 曾頌惠, 黃宇

銳, 蔡宛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

團法人台灣胎兒醫學振興會, 11101 .-

- 96 面 ; 21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405-0-1 (平裝) NT$500  

1.唇顎裂  416.413  

骨科延壽密碼 / 戴念國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65-8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骨科 2.生物技術 3.自然療法  

416.6  

麥吉爾腰背修復手冊 : 脊椎生物力

學權威,從評估成因,到運動方法,帶

你找回核心的力量,永遠脫離背痛。 

/ 斯圖亞特.麥吉爾(Stuart McGill)著 ; 

賴泰屹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
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堡 壘 文 化 , 

1101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Strength 

& conditioning ; 2) .-- ISBN 978-626-

7092-05-7 (平裝) NT$600  

1.背痛 2.運動療法  416.616  

肌筋膜疼痛與機能障礙 : 激痛點手

冊  / Joseph M. Donnelly, César 

Fernández-de-las-Peñas, Michelle 

Finnegan, Jennifer L. Freeman 原著 ; 官

大紳, 周立偉總校閱 ; 王竣正, 林孝澤, 

林怡彣, 林俊言, 張斐淳, 莊佳宥, 許

宏志, 連偉志, 郭耀鴻, 陳思璇, 陳昱, 

陳柏欣, 陳柏恩, 廖迎孜, 謝悅齡譯 .-- 

三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

11101 .-- 9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68-443-5 (平裝)  

1.肌肉疾病 2.疼痛醫學  416.64  

運動傷害與急救 / 黃啟煌, 王百川, 林

晉利, 朱彥穎合著 .-- 五版 .-- 臺中市 : 
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4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22-4 (平

裝) NT$480  

1.運動傷害 2.急救  416.69  

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: 配鏡學 / 

陳偉新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

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

795-1 (平裝) NT$400  

1.驗光 2.視力  416.767  

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: 視光學 / 

王俊諺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

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

794-4 (平裝) NT$450  

1.驗光 2.視力  416.767  

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: 視覺光

學 / 林煒富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

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45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30-793-7 (平裝) NT$520  

1.驗光 2.視力  416.767  

鍛鍊聽力就能延緩失智症 : 日本名

醫教你最有效的聽力與大腦鍛鍊法,

全面預防及改善健忘、重聽 / 中川

雅文著 ; 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[新北

市] :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4

面; 21 公分 .-- (養生館 ; 50) .-- ISBN 

978-626-95426-0-4 (平裝) NT$280  

1.耳科 2.健康法 3.聽力學 4.健腦法  

416.812  

聽 能 復 健 理 論 與 實 務  / Ronald L. 

Schow, Michael A. Nerbonne 作 ; 鄧菊

秀, 羅敦信, 林鴻清, 郭于靚, 王淑娟, 

陳凱玫, 劉秀丹, 劉俊榮, 洪佩文, 呂

文琬, 羅意琪, 馬英娟, 劉樹玉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4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7-182-9 (平裝) NT$600  

1.聽力學 2.復健醫學 3.聽障  

416.812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1, 口腔解剖生

理學 / 方光明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
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11-8 (平

裝) NT$175  

1.牙科技術 2.口腔 3.局部解剖學  

416.9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2, 牙體形態學 

/ 方光明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華

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12-5 (平

裝) NT$200  

1.牙科技術 2.牙體形態  416.9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3, 牙科材料學 

/ 王嘉慶, 張正君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

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5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

813-2 (平裝) NT$275  

1.牙科技術 2.牙科材料  416.9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6, 活動局部義

齒技術學 / 劉忠益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

814-9 (平裝) NT$200  

1.牙科技術 2.義齒  416.9  

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. 8, 兒童牙科技

術學 / 董國龍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
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12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15-6 (平

裝) NT$150  

1.牙科技術 2.兒童牙科  416.9  

睡 眠 醫 學 與 天 使 療 法  = Sleep 

medicine and angels therapy / 黃奇卿圖.

文 .-- 桃園市 : 四季天使醫學生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56-0-5 (精裝) 

NT$3200  

1.牙科 2.口腔疾病 3.睡眠障礙症  

416.9  

照顧寶寶的牙齒 : 從乳牙到恆牙的

保健 / 沈明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手父母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

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育兒通 ; 

SR0108) .-- ISBN 978-626-7008-10-2 

(平裝) NT$450  

1.兒童牙科 2.牙齒 3.保健常識  

416.991  

我的牙齒亮晶晶 / 室井滋作 ; 長谷川

義史繪 ; 柯慧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童心園 ; 203)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50-4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1.口腔衛生 2.學前教育 3.繪本  

416.9951  

麻州總醫院兒科手冊 / Paritosh Prasad

原著 ; 朱筱雯, 李宜峰, 林廷育, 林怡

慧, 施銘洋, 范怡萱, 唐子涵, 張佑全, 

陳怡潔, 陳書農, 麥振豪, 黃永杰, 董

舒婷, 廖立勤, 蔡璽翔, 謝宛容, 韓舒

萍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

版社, 11101 .-- 4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68-442-8 (平裝)  

1.小兒科 2.手冊  417.5026  

兒童心臟學 / 王主科, 王玠能, 王南焜, 

王景甲, 田智瑋, 朱映慈, 朱樹勳, 池

宛玲, 吳俊仁, 吳俊明, 吳美環, 吳恩

婷, 吳焜朗, 呂鴻基, 李必昌, 李孟旃, 

沈慶村, 周恆文, 林宜君, 林明志, 林

信佳, 林素滿, 林銘泰, 邱英世, 邱舜

南, 邱馨慧, 侯書文, 施景中, 洪偉力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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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仲豪, 徐綱宏, 翁根本, 張正成, 張

重義, 張維軒, 莊志明, 許瑞育, 陳世

杰, 陳志榮, 陳俊安, 陳勇全, 陳益祥, 

陳銘仁, 陸振翮, 傅俊閔, 傅雲慶, 曾

文毅, 曾偉杰, 黃怡伶, 黃俊晟, 黃柔

瑄, 黃書健, 黃碧桃, 楊明浚, 葉樹人, 

詹聖霖, 劉怡慶, 劉欣明, 劉俞暄, 鄭

敬楓, 盧俊維, 戴任恭, 謝旻玲, 鍾宏

濤, 魏昱仁, 蘇文鉁著作 ; 王主科, 吳

美環主編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金名

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71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92-2 (平裝) 

NT$1500  

1.小兒科 2.心臟病 3.心臟學  417.53  

天然素食與防癌抗病 / 董發祥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

11012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(醫療保

健 ; 12) .-- ISBN 978-986-0762-17-4 (平

裝) NT$320  

1.癌症 2.腫瘤病理學 3.素食 4.健康

法  417.8  

我要活得比過去精彩 : 解鎖癌友真

心話,戰勝心障礙 / 財團法人台灣癌

症基金會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9-5-

4 (平裝) NT$280  

1.癌症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 417.8  

癌症醫療 9 大關鍵報告 : 毒理學博士

給你最有希望的重生對策! / 陳立川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

- (健康 Smile ; 80) .-- ISBN 978-986-

5496-55-5 (平裝) NT$399  

1.癌症 2.健康法  417.8  

小蘇打的驚人療效 : 臨床實證,從感

冒、胃酸過多、氣喘、糖尿病、高

血壓到癌症,都能神奇治療! / 馬克.史

克斯(Mark Sircus)著 ; 祈雅媚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

Smile ; 79) .-- ISBN 978-986-5496-49-4 

(平裝) NT$380  

1.藥物治療  418  

藥物學 / 蔡秋帆, 詹婉卿, 劉名浚, 湯

念湖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

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15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88-

3 (平裝) NT$590  

1.藥學  418  

周藥師教你如何不再用錯藥 / 周孫

鴻著 .-- 臺北市 :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530-8-3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1.服藥法 2.投藥 3.保健常識  418.74  

我的世界醫療保健宣言 / 李文雄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李文雄, 11012 .-- 

204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541-5 (平裝)  

1.治療學 2.健康法  418.9  

免疫權威醫師每天都喝的長壽蔬菜

湯 : 5 種食材就能做!每天一碗,喝出

最強抗病力 / 藤田紘一郎, 検見崎聡

美著 ; 游韻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力) .-- ISBN 

978-957-08-6124-2 (平裝)  

1.食療 2.湯 3.食譜  418.91  

復健科權威名醫傳授 : 超實用的肌

肉、骨骼、神經修復的健康解方  / 

鍾佩珍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

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舒活家系

列 ; HD2014Y) .-- ISBN 978-626-95425-

2-9 (平裝) NT$450  

1.復健醫學  418.92  

肌筋膜疼痛修復全書 : 16 個常見痛

症 X4 大放鬆手法,解析全身筋膜網

異常,打開層層緊繃和沾黏的疼痛自

救 / 凃俐雯著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7-03-9 (平裝)  

1.肌筋膜放鬆術  418.9314  

感覺統合  : 理論與實務  / Anita C. 

Bundy, Shelly J. Lane 原著 ; 蔡鴻儒, 周

映君, 王于欣, 汪維平, 唐美華, 黃瀞

儀, 洪瑋汝, 余佩珊, 陳詣晴, 張韶霞, 

黃如君, 尤姿婷, 謝中君, 黃孟雯, 許

庭嘉, 黃思敏, 薛惠勻譯 .-- 三版 .-- 新

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 11101 .-- 64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41-

1 (平裝)  

1.職能治療 2.感覺統合訓練 3.兒童

心理學  418.94  

心與身體的真實關係? : 靈性健康生

活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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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5-6-7 (平

裝) NT$380  

1.心靈療法 2.身心關係  418.98  

看見自己的光 / 宋琇珍著 .-- 臺北市 : 

墨言文化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51-3-0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心靈療法 2.生活指導  418.98  

春花媽宇宙藥輪 : 守護動物指引你

探索自我、發揮天賦,學習與生命圓

滿相融(特別收錄:台灣動物藥輪) / 春

花媽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葦文思, 

漫 遊 者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612-9-5 (平裝) NT$799  

1.心靈療法 2.占星術 3.印地安族  

418.98  

愛的光源療癒 : 修復轉世傷痛的水

晶缽音樂療法 / 內山美樹子 MIRA 著 ; 

洪玉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

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352 面; 22 公分 .-- (眾生 ; JP0188) .-- 

ISBN 978-626-95219-6-8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心靈療法 2.缽  418.98  

遇見 : 臨床藝術治療敍事 / 章容榕, 

黃千千, 吳明富, 吳欣容, 陳奕宇, 黃

瑛欒, 鄺文傑, 紀昀, 江妍慧, 簡昱琪, 

曹又之, 江佳芸, 劉麗雲(釋法如), 朱

芷儀作 ; 吳明富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62-0 (平裝) NT$500  

1.藝術治療  418.986  

法國醫療精油寶典 : 藥學博士的 135

種醫療精油、600 種芳療實證配方、

80 種醫院照護法 / 馮絲華茲.庫伊克.

馬里尼耶(Françoise Couic Marinier), 

安東尼 .杜布樂 (Anthony Touboul)合

著 ; 蕭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樹

林出版社, 11012 .-- 480 面; 28 公分 .-

- (自然生活 ; 55) .-- ISBN 978-626-

95413-0-0 (精裝) NT$1200  

1.芳香療法 2.香精油  418.995  

情緒救援,地表最強攻略 : 我和我的

情緒寶寶 / 謝昊霓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博 思 智 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49-8-5 (平裝) NT$8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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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然療法  418.995  

智慧醫療科技應用手冊. 2021 / 王拔

群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醫院

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, 11011 .-- 16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53-1-

6 (平裝)  

1.醫院行政管理 2.醫療科技 3.個案

研究  419.2  

深根建造,謙卑服事 : 125 年的佳美腳

蹤在彰基 / 詹麗珠總編輯 .-- 彰化市 : 

彰基文史博物館, 11011 .-- 266 面; 25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17-0-6 (精裝)  

1.彰化基督教醫院  419.333  

護 理 質 性 研 究 方 法  = Qualitative 

research methods in nursing / 林惠如, 顧

雅利, 孫凡軻, 李佩育, 周傳姜, 王守

玉, 葉月珍, 簡麗瑜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

630-6 (平裝) NT$380  

1.護理研究 2.質性研究 3.研究方法  

419.612  

護理行政 / 林秋芬, 林月桂, 徐美玲, 

王憲華, 楊勤熒, 向肇英編著 .-- 第九
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3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0-790-6 ( 平 裝 ) 

NT$495  

1.護理行政管理  419.65  

中西復健照護,五官經絡養生 : 預防

及延緩失能(失智)照護手冊 2021 / 黃

柏銘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, 

11011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08-763-1 (平裝) NT$200  

1.失能 2.健康照護  419.7  

照顧服務員技術考試 / 許麗芳, 柯惠

玲, 陳麗津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5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17-0 (平

裝) NT$500  

1.照護服務員 2.考試指南  419.8  

家政 

不買衣服的新生活 : 擁有的少了,才

看見自己真正想要的!在重整中重生,

超級購物狂為期一年的「衣櫃排毒」

挑戰 / 林多惠著 ; 余映萱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13-8-9 (平裝) NT$350  

1.家政 2.簡化生活 3.生活態度 4.生

活指導  420  

極簡居家打掃術 / 本橋裕惠作 ; 劉姍

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1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66-2 (平裝) 

NT$350  

1.家政  420  

別讓錢成為婚姻的裂痕 : 婚後的荷

包,不該這麼扁 / 朱儀良, 永強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278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69-5 (平裝) 

NT$375  

1.家庭理財  421  

練習有風格 : 30 個提升身心質感的

美好生活提案 / 加藤惠美子著 ; 楊詠

婷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仲間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Soulmate ; 

4001) .-- ISBN 978-626-95004-3-7 (平

裝) NT$350  

1.家政 2.生活指導  421.4  

家事常規化 無惱整理術 / ぴょこぴ

ょこぴ著 ; 黃筱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樹系

列 ; 93) .-- ISBN 978-986-507-615-3 (平

裝) NT$350  

1.家政 2.家庭佈置  422.5  

舒心生活の整理術 100 / 吉川永里子

作 ; 陳聖怡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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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

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愛生活 ; 119) .-- 

ISBN 978-986-5520-58-8 (平裝)  

1.家庭佈置 2.簡化生活 3.人生哲學 

4.生活指導  422.5  

認識你的收納人格 : 從個性出發,輕

鬆打造好整理、不復亂、更具個人

風格的理想空間 / 卡桑德拉.卡爾森

(Cassandra Aarssen)著 ; 林幼嵐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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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87-5 (平裝) 

NT$390  

1.家庭佈置 2.空間設計 3.生活指導  

422.5  

零基礎也 OK!賦予衣物新生命的歐

式織補術 / MISUMI NORIKO 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12 .-- 8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5-05-

1 (平裝) NT$350  

1.衣飾 2.家政  423.6  

想瘦、享瘦、享受,洪一姐體管師的

享瘦指南 : 瘦身不用餓肚子,低卡、

無油食譜搭配塑身行動方案,幸福美

麗伴妳一生。 / 洪姍潊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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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3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76-6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減重 2.塑身  425.2  

光療指彩設計 Book : 專業美甲師指

尖心機進化版 / BOUTIQUE-SHA 授

權 ; 莊琇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雅

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(Fashion guide 美妝書 ; 

10) .-- ISBN 978-986-302-612-9 (平裝) 

NT$350  

1.指甲 2.美容  425.6  

自己畫紙型!拉鍊包設計打版圖解全

書 / 越膳夕香著 ; 瞿中蓮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(FUN 手作 ; 

144) .-- ISBN 978-986-302-611-2 (平裝) 

NT$480  
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 426.7  

秀 惠 老 師 の 幸 福 拼 布 包  : Susan's 

handmade patchworks / 周秀惠作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周秀惠拼布教室 , 

11101 .-- 13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503-0-2 (平裝) NT$580  

1.拼布藝術 2.手工藝  426.7  

實用百搭休閒手作包 / 楊雪玉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藝風堂出版社 , 

1101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17-8-6 (平裝)  
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 426.7  

簡約休閒風手作包 : 俐落的經典版

型 , 變 化 布 料 就 很 有 個 性 ! / 

BOUTIQUE-SHA 授權 ; 黃鏡蒨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

手作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發行, 1101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(輕.

布作 ; 51) .-- ISBN 978-957-9623-77-3 

(平裝) NT$380  

1.手提袋 2.手工藝  426.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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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分鐘變出 3 道菜!平底鍋の料理魔

法 / 川崎利榮著 ; 洪于琇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皇冠叢

書 ; 第 4993 種)(玩味 ; 23) .-- ISBN 

978-957-33-3829-1 (平裝) NT$320  

1.食譜  427.1  

一鍋到底,搞定三餐の湯料理 / 薩巴

蒂娜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5-3-0 (平裝) 

NT$320  

1.食譜 2.湯  427.1  

水波爐油切美味料理 100 / 水波爐同

樂會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92-3 (平裝) 

NT$420  

1.食譜  427.1  

米米家的萌餐桌 / Rumi 米米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10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

(bon matin ; 140) .-- ISBN 978-986-384-

634-5 (平裝) NT$450  

1.食譜 2.烹飪  427.1  

江宏恩的私味覺 : 獨享、夜歸的快

速料理 / 江宏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出色文化, 1110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65-07-5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食譜  427.1  

有鍋就能煮 / 嘖嘖料理手帳 zeze 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

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

- (bon matin ; 139) .-- ISBN 978-986-

384-633-8 (平裝) NT$450  

1.食譜 2.烹飪  427.1  

阿美廚房食譜 / 邱奕志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政府, 11012 .-- 

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

41-9 (上集:平裝)  

1.食譜 2.烹飪  427.1  

初學者的圖解基礎料理 : 1000 張實

境步驟圖!從實材選用、備料訣竅到

美味密技,一次學會 23 國 116 道必吃

經典菜 / 金現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

526-4 (平裝) NT$599  

1.食譜  427.1  

絕對好吃!一流餐廳的美味料理科學

(全圖解) : 精準拆解「分量、調味、

火力、時間」公式 / 前田量子著 ; 彭

琬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

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1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17-2 (平

裝) NT$380  

1.食譜 2.烹飪  427.1  

瑜伽飲食指南 : 125 道以阿育吠陀飲

食法則設計,滿足蔬食、純素、低卡、

高蛋白、無麩質、無穀物、無奶、

無精緻糖各種飲食需求,滋養身體與

靈魂的美味食譜 / 傑里米.洛克.史密

斯(Jeremy Rock Smith), 大衛.約阿希

姆(David Joachim)作 ; 王心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52-6-2 ( 平 裝 ) 

NT$699  
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 427.1  

瘦肚減醣湯 / 高嶋純子著 ; 賴惠鈴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

有限公司出版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44 面; 23 公

分 .-- (taste ; 8) .-- ISBN 978-626-7087-

00-8 (平裝) NT$350  
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3.減重  427.1  

燜燒罐湯療便當 / 植木桃子著 ; 邱婉

婷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邦聯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: 邦聯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2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0-57-

1 (平裝)  

1.食譜 2.湯  427.1  

營養師教你煲元氣好湯 / 依然七月
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創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068-56-7 (平裝) 

NT$320  

1.食譜 2.湯 3.藥膳  427.1  

星級主廚的西式居家料理 : 西式料

理 So easy,在家也能擁有大師級的好

廚藝 / 蔡明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4-185-

8 (平裝) NT$520  

1.食譜  427.12  

經典台灣菜 飄香好滋味 / 李鴻章, 劉

政良, 張志賢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3-612-7 (平裝)  

1.食譜 2.烹飪 3.臺灣  427.133  

法式浪漫古典糖霜餅乾 : 蕾絲.荷葉.

花邊.格紋.立體雕花 / 桔梗有香子著 ; 

周欣芃譯 .-- 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良品

文化館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

(烘焙良品 ; 57) .-- ISBN 978-986-7627-

41-4 (平裝) NT$38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花花老師的減醣甜點 : 45 款甜點 X

最多 7 道工法,新手也沒問題的夢幻

食譜 / 曾心怡(花花老師)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10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

(Ciel) .-- ISBN 978-957-05-3381-1 (平

裝) NT$380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氣炸烤箱也能做甜點!嚴選話題甜點

40 款,一次學會蛋糕、麵包、餅乾、

常溫點心 / OREO の甜食町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84-0 (平裝)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第一次烤麵包 / 艾曼紐.哈吉昂德魯

(Emmanuel Hadjiandreou)作 ; 謝明珊
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25-8 (精裝)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荻山和也的神級麵包機食譜 / 荻山

和也作 ; 胡毓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9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0-364-8 (平裝) NT$32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許明輝頂級食尚法式風精品麵包學 

= The ultimate handcrafted bread / 許明

輝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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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232 面; 26 公分 .-- (烘焙職人系列 ; 

14) .-- ISBN 978-626-95292-8-5 (平裝) 

NT$650  
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 427.16  

維也納/酥皮類麵包聖經 / 傑若米.巴

斯戴(Jérémy Ballester), 尚馬希.拉尼奧

(Jean-Marie Lanio), 奧 利 維 耶 . 瑪 涅

(Olivier Mange), 湯瑪斯.馬希(Thoma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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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rie)作 ; 林惠敏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大 境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(Master ; 

20) .-- ISBN 978-986-06369-3-2 (精裝) 

NT$1380  
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鬆餅研究室 : 第一次做就好吃!美式

鬆餅 X 舒芙蕾鬆餅,用平底鍋就能做

的職人級魔法配方全圖解! / 藤澤

serika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

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16-5 (平

裝) NT$399  

1.點心食譜  427.16  

100%全植蔬食饗宴 : 蔬食營養專家

量身打造,逾 100 道植物性、無麩質、

無精製糖西式餐點 / 嘉娜.克里斯托

法諾(Jana Cristofano)著 ; 陳文怡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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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69-7 (平裝) 

NT$520  

1.素食食譜  427.31  

四季蔬菜力 : 煎煮炒炸蒸,搭配常備

食材、高湯,簡單蔬菜口味變化多 / 

飛田和緒著 ; 徐曉珮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朱 雀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(Cook ; 

50217) .-- ISBN 978-626-7064-03-0 (平

裝) NT$350  

1.蔬菜食譜  427.31  

社大名師親授中式素點心 : 近 900 張

步驟圖解,職人配方、詳解技法 / 劉

妙華, 連麗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(Cook50 ; 216) .-- ISBN 

978-626-7064-02-3 (平裝) NT$450  

1.素食食譜 2.點心食譜  427.31  

蔬果切雕技法與盤飾 / 周振文編著 .-

- 八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99-9 (平裝) 

NT$490  

1.蔬果雕切  427.32  

大小朋友都喜歡的造型捲壽司 / 川

澄健作 ; 婁愛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出色文化, 11012 .-- 104 面; 29 公分 .-

- (好食光 ; 35) .-- ISBN 978-626-7065-

03-7 (平裝) NT$450  

1.飯粥 2.食譜  427.35  

豐盛鍋飯 : 一鍋一餐,省時美味!輕鬆

組合季節食材 X 風味高湯,韓國人氣

美食總監的日常私家菜 / 金妍我著 ; 

林大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

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24-0 (平

裝) NT$350  

1.飯粥 2.食譜  427.35  

上山吃麵! : 平底鍋+調理盆,變出 80

道澎湃的山岳麵食料理 / 登山料理

研究會編著 ; 夜闌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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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2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312-2 (平裝)  

1.麵食食譜  427.38  

沒有咖啡活不下去! : 從美國紅回日

本的咖啡愛好家,最可愛的零基礎咖

啡入門指南 / 岩田亮子著 ; 龔婉如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44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方智好讀 ; 148) .-- ISBN 978-

986-175-654-7 (平裝) NT$320  

1.咖啡  427.42  

咖啡拉花彩繪技法全圖解 : 第一次

用鮮奶油拉花就上手!冠軍咖啡師教

你從基底飲品到拉花技法,一次學會

7 大主題、63 款令人驚豔的咖啡拉

花! / 李康彬著 ; 陳采宜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30-518-9 (平裝) NT$380  

1.咖啡  427.42  

育兒心法 12 堂課 : 新時代父母的教

養心理白皮書 / 何佩珊著 .-- 新北市 : 

集夢坊, 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75-0-1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育兒 2.親職教育  428.8  

兒童職能治療師教你玩出無限潛力! : 

給 0-6 歲孩子的分齡學習遊戲書 / 吳

姿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82-6 (平裝)  

1.兒童遊戲 2.兒童發展 3.感覺統合

訓練 4.育兒  428.82  

醫事寶典 Q&A / 吳康文著 .-- 臺中市 : 

唯心宗南天文化院, 11011 .-- 80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88-45-2 (平

裝)  

1.家庭醫學 2.保健常識  429  

完全實用版 : 成人漫畫沒告訴你的

性愛真相 / Post Media 編輯部著 ; 何

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9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58-7 (平裝)  

1.性知識 2.性行為  429.1  

張氏技巧 : 女性多次滿足的原理與

技巧之工具書全集 = Chang skill / 張

昇常 Robert Chang 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伯樂健康技研社, 11012 .-- 1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23-0-6 (平

裝) NT$300  

1.性知識 2.女性  429.1  

孕婦健康手冊 /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

康署著 .-- 第 16 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

福利部國民健康署, 11101 .-- 7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60-3 (平裝) 

NT$7  

1.妊娠 2.分娩 3.產前照護  429.12  

孕婦衛教手冊 /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

康署著 .-- 第 4 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

利部國民健康署, 11101 .-- 9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61-0 (平裝) 

NT$8  

1.妊娠 2.分娩 3.產前照護 4.衛生教

育  429.12  

農業 

再生與創新「枝多少」 : 葡萄藤生

物炭 / 李雁隆計畫主持 .-- 臺中市 : 朝

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, 11012 .-- 80
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31-58-

1 (平裝) NT$250  

1.永續農業 2.社區發展  430.13  

臺東農業產業調適暨年度試驗研究

成果研討會專刊 / 丁文彥, 王誌偉, 江

淑雯, 吳柏成, 吳菁菁, 李文南, 李誠

紘, 林真如, 林駿奇, 范呈豪, 張芳魁, 

張繼中, 許家豪, 陳奕君, 陳盈方, 陳

敬文, 陳筱鈞, 黃子芸, 黃薈臻, 詹欽

翔, 廖勁穎, 蔡志賢, 蔡恕仁, 盧柏松, 

薛銘童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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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7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96-5 (平裝) 

NT$320  

1.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

良場 2.農業推廣 3.技術發展 4.文集  

430.33  



35 

 

找回臺灣番薯根  / 蔡宏進著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方集出版社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8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33-2 (平裝) 

NT$320  

1.農村 2.農業史 3.臺灣  430.933  

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永續發展館成

果專刊. 2021 = Sustainability / 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, 11011 .-- 6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94-1 (平裝) 

NT$300  

1.農業經營 2.技術發展 3.文集  

431.207  

智慧科技於農業生產之應用計畫成

果專刊 : 智慧新農力 / 財團法人農業

科技研究院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

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, 11011 .-- 

108 面 ; 28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306-0-1 (平裝) NT$350  

1.農業經營 2.資訊科技 3.產業發展 

4.文集  431.207  

來後山親青 / 王義善, 張志維, 張瑋芬, 

邱于珊, 孫正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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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7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21-

9 (平裝) NT$40  

1.農民 2.農業經營 3.人物志  431.4  

美好生活的兩個臺灣實踐樣本+ / 藺

桃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 , 

11012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- (釀生活 ; 

PF028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73-7 (平裝) NT$320  

1.農民 2.農業經營 3.人物志 4.生活

方式  431.4  

農藥標準規格與檢驗方法. 第十三輯 

/ 許廷豪, 黃彥評, 林書賢, 廖保成, 初

建, 黃鎮華, 徐慈鴻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

毒物試驗所, 11012 .-- 141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97-2 (平裝) 

NT$350  

1.農藥 2.檢驗 3.分析化學  433.73  

吉野 1 號米 / 范雅鈞作 .-- 初版 .-- 花

蓮縣吉安鄉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

蓮區農業改良場, 11012 .-- 11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84-2 (平裝) 

NT$200  

1.稻米 2.農業史 3.花蓮縣  434.111  

白茶 : 淡香清韻,乃茶中隱者 / 秦夢華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958-9 (平裝) NT$450  

1.茶葉 2.製茶 3.茶藝  434.181  

烏龍茶 : 大紅袍、文山包種、東方

美人、木柵鐵觀音......從栽種到品鑑,

步入齒頰留香的烏龍茶世界 / 李遠

華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2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960-2 (平裝) NT$650  

1.茶葉 2.製茶 3.茶藝  434.181  

桃園埤塘 / 王蓓禹撰文 .-- 桃園市 : 桃

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, 11011 .-- 1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47-0 (平

裝) NT$400  

1.農業水利 2.水利工程 3.歷史 4.桃

園市  434.257  

植物品種權研發應用與國際發展策

略研討會專刊 / 安志豪, 劉明宗, 陳哲

仁, 鍾文全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

社團法人中華種苗學會,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, 11011 .-- 12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51-0-

0 (平裝) NT$250  

1.植物育種 2.品種 3.文集  

434.28707  

我想把植物養好 / 許盛夏著 ; 王品涵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

公司 , 11102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

(creative ; 174) .-- ISBN 978-986-179-

711-3 (平裝) NT$380  

1.園藝學 2.栽培  435.11  

柑橘整合生產及全程品質管理行事

曆. 2022 年 / 呂明雄, 李堂察, 張栢滄, 

江一蘆編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國立

嘉義大學, 11012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79-2-4 ( 平 裝 ) 

NT$150  

1.柑橘類 2.栽培 3.樹木病蟲害  

435.322  

長物志 / (明)文震亨著 ; 李霞, 王剛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光圖書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533-6-1 (平裝) NT$680  

1.園林藝術 2.景觀藝術 3.中國  

435.7  

園冶  : 破解中國園林設計密碼  = 

Chinese garden / (明)計成撰 ; 胡天壽

譯注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高談文化出
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2

公分 .-- (What's art) .-- ISBN 978-986-

06376-4-9 (平裝)  

1.造園  435.7  

綠化樹木修剪筆記 / 劉東啟主編 .-- 

臺中市  : 本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64-0-4 (平裝) NT$200  

1.樹木 2.園藝學  436.1111  

樹木種植筆記 / 劉東啟主編 .-- 臺中

市 : 本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64-1-1 (平裝) NT$200  

1.樹木 2.栽培  436.1111  

森 林 遊 樂 學  = Forest recreation 

management / 楊知義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休閒遊憩

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298-387-4 (平

裝) NT$380  

1.森林遊樂區 2.林業管理  436.718  

昆蟲應用於動物飼料產業現況研討

會 專 刊 . 2021 = Proceedings of the 

symposium on 2021 status of insect 

application in the animal feed industry /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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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張淑

貞, 李啟陽, 董耀仁, 陳淑佩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

業試驗所, 11011 .-- 74 面; 30 公分 .-- 

(農業試驗所特刊 ; 234 號)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98-9 (平裝)  

1.飼料 2.產業發展  437.114  

動物醫生診療室 : 犬貓的健康管理 X

常 見 疾 病 一 本 滿 足  / 葉 士 平 (Dr. 

Eason Yeh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

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7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96-1 (平

裝) NT$320  

1.獸醫學 2.問題集  437.2  

用對自然力讓毛孩活得好 : 自然醫

學博士愛用的寵物平衡療育法 / 黃

于容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57-8 (平裝) 

NT$3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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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寵物飼養 2.自然療法 3.營養常識  

437.3  

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 : 龔建嘉和

鮮乳坊用一瓶牛奶改變一個產業  / 

謝其濬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20 面 ; 21 公分  .-- (財經企管  ; 

BCB750) .-- ISBN 978-986-525-379-0 

(平裝) NT$400  

1.龔建嘉 2.酪農業 3.農業經營 4.傳

記  437.314  

狗狗小百科 / 陳雅純著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626-7071-11-3 (精裝) 

NT$200  

1.犬 2.動物圖鑑 3.通俗作品  

437.35025  

快樂狗兒生活訓練學 : 跟著專業訓

練師這樣教!輕鬆解決人狗常見衝突、

增進信任關係,一起過好每一天 / 林

明勤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

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63-0 (平裝) NT$450  

1.犬訓練 2.寵物飼養 3.動物心理學  

437.354  

高齡犬飲食指南 : 教你如何依愛犬

的身體狀態,學會選擇食材 x 手作料

理 x 正確餵食 / 俵森朋子著 ; 高慧芳
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(寵

物館 ; 109) .-- ISBN 978-626-320-034-0 

(平裝) NT$350  

1.犬 2.寵物飼養 3.食譜  437.354  

兔子辭典 / 森山標子繪圖 ; 郭家惠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4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78-1 (精裝) 

NT$350  

1.兔 2.慣用語 3.繪本  437.37  

走進微笑漁村 : 臺灣里海推動進行

式 = Satoumi creation and case studies in 

Taiwan / 陳均龍, 蕭堯仁, 陳璋玲, 張

桂肇, 徐岡, 張正杰, 陳佳香, 李妍儀, 

江明樺, 劉健合, 梁秉義, 黃㴒絜著 ; 

葉信明主編 .-- 基隆市 :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水產試驗所, 11012 .-- 104 面; 

30 公分 .-- (水產試驗所特刊 ; 第 31

號) .-- ISBN 978-986-5455-91-0 (平裝) 

NT$230  

1.漁村 2.水產資源 3.漁業經濟  

438.26  

來到漁玩 : 漁港的日常 / 蕭堯仁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國立臺灣海洋

大學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, 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漁業署 , 11012 .-- 40 面 ; 

26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11-4-

9 (精裝) NT$320  

1.漁港 2.繪本  438.26  

白蝦繁養殖及生物安全防疫管理 = 

The aquaculture and bio-safety 

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white shrimp / 

余淑楓, 周芷儀, 周瑞良, 陳怡彣, 楊

明樺, 劉冠甫, 郭錦朱著 ; 吳豐成主

編 .-- 基隆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

產試驗所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

(水產試驗所特刊 ; 30) .-- ISBN 978-

986-5455-90-3 (平裝) NT$200  

1.蝦 2.水產養殖 3.疾病防制  

438.662  

中小型水族箱造景趣 : 新手也能打

造的療癒夢幻水世界 / 千田義洋著 ; 

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83-3 (平裝)  

1.養魚 2.水生植物 3.水景  438.667  

臺灣茶葉感官品評實作手冊 / 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77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製茶 2.茶葉 3.茶藝  439.4  

工程 

圖解結構力學練習入門 : 一次精通

結構力學的基本知識、原理和計算 / 

原口秀昭著 ; 陳曄亭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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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藝術

叢書 ; FI1036X) .-- ISBN 978-626-315-

047-8 (平裝) NT$400  

1.結構力學  440.15  

發明家養成器 / 藤子.F.不二雄漫畫 ; 

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; 游韻馨翻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

- (哆啦 A 夢知識大探索 ; 4)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64-4 (平裝) NT$280  

1.發明 2.漫畫  440.6  

Alias 工業製圖高手 / elearningDJ 作 .-

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12 .-- 42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-154-2 (平

裝附光碟片)  

1.工業設計 2.電腦軟體 3.電腦輔助

設計  440.8029  

土壤力學與基礎工程 / Braja M. Das

原著 ; 黃安斌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

司臺灣分公司, 11102 .-- 59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06-3-1 (平裝)  

1.土壤力學 2.基礎工程  441.12  

AutoCAD 建築設計武功祕笈 / 周曉

龍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12 .-- 

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-

153-5 (平裝)  

1.AutoCAD(電腦程式) 2.建築工程 3.

電腦繪圖 4.電腦輔助設計  

441.3029  

「歷史建築烏日警察官吏派出所修

復工程」工作報告書 / 葉卿秀計畫

主持 ; 盧勤文共同主持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, 11012 .-- 

3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

49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公共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
護 4.臺中市  441.41  

高雄市直轄市定古蹟原愛國婦人會

館(紅十字育幼中心)修復工程工作

報告書 / 林世超計畫主持 ; 張宇彤共

同主持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

府文化局, 11011 .-- 73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5-60-5 ( 平 裝 ) 

NT$1600  

1.公共建築 2.古蹟修護 3.高雄市  

441.41  

雲林縣歷史建築元長瓦磘庄集會所

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/ 陳柏宏計畫主

持 .-- 第一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

縣政府, 11011 .-- 220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0-40-9 ( 平 裝 ) 

NT$1000  

1.公共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
護 4.雲林縣元長鄉  441.411  

金門縣歷史建築金沙戲院修復及再

利用計畫 / 黃信穎計畫主持 .-- 初
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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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3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8-55-2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1700  

1.電影院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

4.金門縣金城鎮  441.412  

「市定古蹟原臺灣銀行新竹支店」

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期末報

告書 / 陳柏年計畫主持 ; 陳智宏共同

主持 .-- 第一版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文

化局, 11011 .-- 5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91-00-5 (平裝) NT$1200  

1.銀行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
新竹市  441.441  

彰化縣歷史建築員林鐵路穀倉修復

及再利用計畫 / 賴意升計畫主持 ; 吳

東明協同主持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

彰化縣文化局, 11012 .-- 44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39-6 (平裝附

光碟片) NT$1200  

1.穀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
彰化縣  441.464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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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 : 國立臺灣

博物館, 11011 .-- 440 面; 30 公分 .-- 

(臺博系統工作報告書叢書  ; 8)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66-7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工廠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
臺北市大同區  441.489  

建築法講堂 / 謝仰泰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詹氏書局, 11011 .-- 30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05-629-0 (平裝) 

NT$800  

1.營建法規  441.51  

上流設計白皮書 : 用對溝通讓工班

師傅裝修零失誤  / 柯竹書, 楊愛蓮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和文創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83-0-0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建築工程 2.施工管理 3.室內設計  

441.52  

健康療癒環境規劃 / 陳靜怡, 陳惠美, 

黃郁琇, 石佳蓉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國立空中大學, 11101 .-- 38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0-3-3 (平

裝) NT$420  

1.房屋建築 2.環境規劃 3.空間設計  

441.58  

新北市歷史建築淡水木下靜涯舊居

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/ 符

宏仁計畫主持 ; 林怡君撰文 .-- 第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1 .-- 5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2-68-0 (平裝)  

1.房屋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新北市

淡水區  441.59  

桃園軌道小學堂 / 桃園市政府捷運

工程局策劃 ; 唐鼎製作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

局, 11012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0-45-6 (精裝) NT$600  

1.捷運工程 2.鐵軌 3.通俗作品  

442.96  

外傘頂洲侵退防治技術開發與策略

建構計畫 : 地形變遷 AI 偵測技術研

發 / 國家海洋研究院, 國立陽明交通

大學著 .-- 高雄市 : 國家海洋研究院, 

11012 .-- 12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7-65-4 (平裝) NT$200  

1.海岸工程 2.環境監測  443.3  

桃園海岸治理成果專刊 : New 轉桃海

新思維 = Taoyuan coastal management 

achievements 2016-2021 / 呂理德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出

版 :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發

行, 11012 .-- 25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0-42-5 (平裝) NT$900  

1.海岸 2.環境規劃 3.海洋環境保護 

4.桃園市  443.3  

寓居於海陸之際 : 打造高雄西南海

岸線社群生活的演變 / 楊柏賢作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

歷史博物館,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高雄研究

叢刊 ; 第 10 種) .-- ISBN 978-986-5465-

64-3 (平裝) NT$450  

1.海岸工程 2.基礎工程 3.社會變遷 

4.高雄市小港區  443.3  

110-111 年度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重

大 計 畫 成 效 評 估 . (1/2) = 2021-

2022Water conservation strategy for 

reservoir watershed(1/2) / 國立臺北科

技大學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

部水利署, 11012 .-- 35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3-213-6 (平裝附光

碟片) NT$500  

1.集水區 2.水資源保育  443.6  

五河局轄區洪水預警及防汛整合作

業. 110 年度 = Flood early warning and 

flood control integration project under 

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ifth River 

Management Office in 2021 / 多采工程

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.-- 嘉義市 : 經濟

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, 11012 .-- 5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18-1 (平

裝)  

1.防洪 2.自動化  443.6  

海巡艦艇數位教材. 二, 建造領域 艦

艇穩度 / 胡誠友執行編輯 .-- 高雄市 : 

國家海洋研究院, 11012 .-- 7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64-7 (平裝

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200  

1.船舶工程  444  

臺灣傳統木作手工具鉋之平鉋規格

圖繪 / 陳虹臻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

吉安鄉 : 陳虹臻出版 : 洋臻工房發行, 
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55-2 (平裝) NT$800  

1.手工具 2.鉋  446.842  

汽車小百科 / 康晏棋著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1-10-6 (精裝) NT$200  

1.汽車 2.通俗作品  447.1  

圖解汽車構造與原理 : 汽車零件、

組裝、作動原理全解析,認識汽車組

成與維修指南 / 曾逸敦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(知的! ; 184) .-- 

ISBN 978-626-320-029-6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汽車工程 2.汽車  447.1  

自動變速箱 / 黃靖雄, 賴瑞海編著 .-- 

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4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67-7 (平裝) NT$470  

1.汽車 2.變速器 3.自動控制  

447.132  

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 / 

黃英傑總編輯 .-- 第 13 版 .-- 彰化縣

鹿港鎮 :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

心, 11012 .-- 46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02-0-4 (精裝)  

1.汽車檢驗 2.安全設備  447.161  

雲梯車威威出任務 / 正高素子文 ; 鎌

田步圖 ; 方美鈴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525-405-6 (精裝) 

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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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車輛 2.消防 3.繪本  447.187  

淡江金探子拍翼機之設計製作 / 楊

龍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楊龍杰, 

11011 .-- 3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90-6 (平裝)  

1.航空工程 2.飛行器  447.5  

航空氣象學. 2021 版 / 蕭華原著 ; 蒲

金標編修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
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72 面; 

26 公分 .-- (應用科學類 ; PB0044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04-3 (平

裝) NT$1200  

1.航空氣象  447.56  

世界第一簡單無人機 / 名倉真悟著 ; 

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

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(科學視界 ; 265) .-- ISBN 978-

986-5408-75-6 (平裝) NT$340  

1.飛行器 2.遙控飛機 3.漫畫  447.7  

24 小時大發現 : 太空站 / 羅伯.洛依

德.瓊斯(Rob Lloyd Jones)作 ; 洛朗.克

林(Laurent Kling)繪 ; 江坤山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2 .-- 64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82-8 ( 精 裝 ) 

NT$380  

1.太空站 2.通俗作品  447.966  

EPLAN Electric P8 原廠基礎培訓手冊 

/ 蔡松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

思出版事業網, 11012 .-- 3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2-14-3 (平裝) 

NT$360  

1.電機工程 2.電腦軟體  448.029  

訓練七十.創新價值 : 台電訓練所 70

周年 = 70th anniversity of TPC training 

institute / 台電訓練所 70 周年特刊編

輯小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

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, 11011 .-- 

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

207-5 (平裝)  

1.台灣電力公司訓練所 2.電力事業 

3.職業訓練 4.在職教育  448.0933  

風力發電 20 問 = 20 Questions about 

wind power = 風力発電に関する 20 の

質問 / 周鑑恆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

海峽前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68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12-2-7 (平裝) NT$350  

1.風力發電 2.風車 3.問題集  

448.165022  

實用保護電驛 / 李宏任編著 .-- 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6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8-026-7 (平裝) NT$740  

1.保護電驛  448.26  

PCB 先 進 電 路 板 設 計 應 用 認 證

Essentials Level 學術科研讀攻略 : 使

用 CADSTAR / 邱顯皇, 林智龍編著 .-

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3-384-6 (平裝)  

1.印刷電路 2.考試指南  448.62  

PCB 先 進 電 路 板 設 計 應 用 認 證

Essentials Level 學術科研讀攻略使用

PADS / 林義楠 , 張玉芬 , 洪彩容編
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85-3 (平裝)  

1.印刷電路 2.考試指南  448.62  

PCB 先 進 電 路 板 設 計 應 用 認 證

Fundamentals Level 學術科研讀攻略

使用 PADS / 林義楠, 張玉芬, 洪彩容
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77-8 (平裝)  

1.印刷電路 2.考試指南  448.62  

半導體的故事 : 發展與現況 / 李雅明

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屋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5-9-9 (平

裝) NT$350  

1.半導體  448.65  

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

要集. 2021 /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光電

工程研究所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

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80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306-0 (平裝)  

1.光電科學 2.通訊工程 3.文集  

448.6807  

110 年度「下世代電信網路號碼技術

研析及管理」委託研究報告 / 林永

勝, 卜慶玲, 卓卿敏, 陳志宇, 王彥中, 

簡嘉儀, 夏慧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交通部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31-354-8 (全套:平裝) NT$1200  

1.通訊工程 2.技術發展  448.73  

控制系統實驗 / 李振興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25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

304-6 (平裝) NT$250  

1.自動控制 2.實驗  448.9034  

噴筆大攻略 = How to use an airbrush / 

大日本絵画作 ; 楊哲群翻譯 .-- 新北

市 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2-08-1 (平裝) NT$400  

1.模型 2.玩具 3.氣壓機械 4.教學法  

448.919  

用 mBot2 玩 AI 人工智慧與 IoT 物聯

網 : 使用 Scratch(mBlock) / 王麗君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16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68-6 (平裝)  

1.機器人 2.電腦程式設計  

448.992029  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 

區域計畫法及相關法規概要 / 陳俊

合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德明財經

科技大學不動產與永續城鄉研究室, 

11011 .-- 3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176-3-6 (平裝) NT$500  

1.區域計畫 2.都市計畫 3.法規  

445.1023  

挖掘.城市水影 : 汙水下水道建設紀

實 : 全面啟動 / 王建勛, 朱敬平, 吳展

帆, 林志墩, 胡惠宇, 翁瑞祐, 莊順興, 

陳永輝, 黃建源, 黃靖修, 劉穎川文字

撰稿 ; 胡惠宇主筆 .-- 臺北市 : 內政

部營建署, 11011 .-- 114 面; 25X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29-0 (平裝) 

NT$800  

1.下水道 2.污水工程  445.48  

挖掘.城市水影 : 汙水下水道建設紀

實 : 成就與前瞻 / 王建勛, 朱敬平, 吳

展帆, 林志墩, 胡惠宇, 翁瑞祐, 莊順

興, 陳永輝, 黃建源, 黃靖修, 劉穎川

文字撰稿 ; 胡惠宇主筆 .-- 臺北市 : 內

政部營建署, 11011 .-- 100 面; 25X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28-3 (平裝) 

NT$800  

1.下水道 2.污水工程  445.48  

挖掘.城市水影 : 汙水下水道建設紀

實 : 篳路藍縷 / 王建勛, 朱敬平, 吳展

帆, 林志墩, 胡惠宇, 翁瑞祐, 莊順興, 

陳永輝, 黃建源, 黃靖修, 劉穎川文字

撰稿 ; 胡惠宇主筆 .-- 臺北市 : 內政

部營建署, 11011 .-- 100 面; 25X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30-6 (平裝) 

NT$800  

1.下水道 2.污水工程  445.4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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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扭轉氣候災難 : 人為力量的介

入能否逆轉自然浩劫?來自各大環境

災難前線的直擊報導,看人類如何運

用科技與智慧應對地球危機 / 伊莉

莎白.寇伯特(Elizabeth Kolbert)著 ; 余

韋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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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73 面; 

21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 ; FS0142) .-- 

ISBN 978-626-315-057-7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環境科學 2.人類生態學 3.環境保

護 4.全球氣候變遷  445.9  

翻轉林業從校園開始 = Flip forestry : 

from the campus /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作 .-- 第一

版 .-- [宜蘭縣羅東鎮] : 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, 11012 .-

- 150 面; 26 公分 .-- (森林共學堂) .-- 

ISBN 978-986-5455-95-8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1.環境教育 2.林業 3.森林保育  

445.9  

國產環保暨生質能設備便覽. 2022 / 

經濟部工業局編輯 .-- 初版 .-- [臺北

市] : 經濟部工業局, 11012 .-- 358 面; 

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33-211-

2NT$800  

1.環境工程 2.設備管理 3.手冊  

445.9026  

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論文集. 

110 年 / 凌韻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經濟部工業局, 財團法人台灣

產業服務基金會, 11011 .-- 375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14-3 (平裝

附光碟片)  

1.環境保護 2.職業衛生 3.文集  

445.907  

金廈海域海漂垃圾現況與防治策略

之研究 / 高瑞新編撰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宏冠出版社, 11011 .-- 13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92-9-6 (平裝) 

NT$750  

1.海洋汙染 2.廢棄物 3.水汙染防制 

4.福建省金門縣 5.福建省廈門市  

445.96  

礦冶 

石油化學技術. 第三冊 / 陳永達, 彭瑞

祥, 王濬國, 林文祥, 張建崇, 賴嘉祿, 

李建利, 曾正維, 莊訓杰, 金立明, 謝

嘉慶, 張勝章, 郭寶輝, 黃丁山, 劉進

興, 程家宗編著 ; 許晉榮總編輯 .-- 第

五版 .-- 嘉義市 :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

公司人力資源處訓練所, 11012 .-- 613

面; 23 公分 .-- (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

司教 材叢 書 ) .-- ISBN 978-986-533-

220-4 (平裝)  

1.石油化學  457.5  

石油化學技術. 第四冊 / 郭崇賓, 劉健

烽, 黃英堅, 何銘聰, 姜文正, 吳俊成, 

劉慎山, 李佳興, 湯順雄, 王永興, 張

雅婷編著 ; 許晉榮總編輯 .-- 第四

版 .-- 嘉義市 :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

司人力資源處訓練所, 11012 .-- 561 面; 

23 公分 .-- (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

教材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533-221-1 

(平裝)  

1.石油化學  457.5  

應用化學；化工 

食品科學概論 / 吳冠政, 曹欽玉, 陳建

元, 馮惠萍, 施明智, 饒家麟, 胡宏熙, 

林慧生合著 .-- 七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20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食品科學  463  

酒娘心 : 從眷村幸福酒釀開始 : 重新

認識真正的好酒釀,每天一湯匙甜酒

釀,養生、美容、調整體質,好吃又簡

單! / 龔詠涵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

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商周養生

館 ; 49) .-- ISBN 978-626-318-073-4 (平

裝) NT$380  

1.釀造 2.製酒  463.82  

世界烈酒入門 / 喬艾爾.哈里遜(Joel 

Harrison), 尼爾.雷德利(Neil Ridley)著 ; 

味道筆記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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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9-376-7 (平裝) NT$600  

1.蒸餾酒  463.83  

查爾斯.麥克萊恩的威士忌聖經 : 風

味術語.酒廠祕辛.歷史典故.感官評

測.品酒祕訣;威士忌教父風靡全球的

164 支蘇格蘭威士忌全事典 / 查爾斯.

麥克萊恩(Charles Maclean)著 ; 支彧涵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
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9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66-0 (平裝) 

NT$900  

1.威士忌酒  463.834  

肌本用粧 : 法規.迷思解 / 方韻淑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食

品藥物管理署, 11012 .-- 101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66-5 (平裝) 

NT$200  

1.化粧品 2.衛生教育 3.問題集  

466.7022  

製造 

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

教本 : Windows 10+Ubuntu / 胡秋明, 

林文恭研究室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27-

8 (平裝)  

1.電腦硬體 2.電腦維修  471.5  

運算思維與 Scratch3.0 程式設計 : 含

GLAD ICTP 計算機程式語言國際認

證基礎能力 Fundamentals Level / 王麗

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70-9 (平裝)  
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設計  471.516  

表面與薄膜處理技術 / 柯賢文編著 .-

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69-1 (平裝) NT$470  

1.表面處理 2.薄膜工程  472.16  

日本刀劍物語 / 月翔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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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64

面; 21 公分 .-- (Spot ; 30) .-- ISBN 978-

626-7063-02-6 (平裝) NT$380  

1.刀 2.文化史 3.日本  472.9  

InDesign CC 超世代數位設計高手必

備 : 文書排版、書冊製作、互動電

子書速效入門 / 數位新知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372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0-548-1 ( 平 裝 ) 

NT$560  

1.InDesign(電腦程式) 2.電腦排版 3.

版面設計  477.22029  

健康適能管理 / Mike Bates, Michael J. 

Spezzano, Guy Danhoff 作 ; 林貴福, 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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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輝, 劉昆祐, 劉碧華, 陳家信, 蔡奇

儒, 郭育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禾

楓書局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7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8-5-0 (平裝) 

NT$500  

1.運動產業 2.健身中心 3.企業管理  

479.2  

小朋友的 100 個超簡單玩具總動員 : 

把不要的東西秒變可愛有趣的玩具 / 

Fiona Hayes 原著 ; 張雅芳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4-025-4 (平裝)  

1.玩具 2.手工藝 3.廢棄物利用  

479.8  

商業；各種營業 

一啐菸 : 屏東菸業拾遺 / 謝欣珈撰文

編彙 .-- 第一版 .-- 屏東市 : 屏東縣政

府, 11012 .-- 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72-54-2 (平裝)  

1.菸草工業 2.歷史 3.訪談 4.屏東縣  

482.5  

行動餐車創業全攻略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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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08 面; 

22 公分 .-- (Ideal business ; 22)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67-9 (平裝) NT$550  

1.餐飲業 2.創業 3.商店管理  483.8  

豐蔬食. 2 : 80 家人氣餐廳、小吃評

鑑,超過 200 道顛覆味蕾的美味蔬食

介紹 = Fong's vegetable 2 / 田定豐, 林

承彥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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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6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75-8 (平

裝) NT$450  

1.餐飲業 2.素食 3.蔬菜食譜  483.8  

ICT 產業白皮書. 2021. 下 : 人工智慧

/半導體產業/電動車/智慧醫療 / 朱師

右, 杜佩圜, 張皓甯, 鄭凱安, 楊可歆, 

林育烽, 張軒豪, 張家維, 楊海嵐, 何

心宇, 王麗星, 蘇奕霖, 王衍襲, 陳思

豪, 黃正傑, Michael Bertha, MIC 研究

團隊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

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011 .-- 

17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

850-0 (平裝) NT$12000  

1.電子業 2.電腦資訊業 3.產業發展 

4.產業分析  484.5  

ICT 產業白皮書. 2021. 上 : 資訊硬體

/消費性電子/智慧行動載具 / 黃家怡, 

黃馨, 陳牧風, 廖彥宜, 龔存宇, 徐子

明, 蘇奕霖, 劉巧玉, 蘇偉綱作 .-- 臺北

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

情報研究所, 11011 .-- 10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49-4 (平裝) 

NT$12000  

1.電子業 2.電腦資訊業 3.產業發展 

4.產業分析  484.5  

110 年度「下世代無線通訊發展趨勢」

委託研究報告 / 林柏齊, 鄭兆倫, 鍾曉

君, 曾巧靈, 黃仕宗, 劉治良, 黃晨勳

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交 通 部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1-352-

4 (全套:平裝) NT$1200  

1.無線電通訊業 2.技術發展 3.產業

發展  484.6  

GAFA 圖解科技 4 大巨頭 : 2 小時弄

懂 Google 、 Apple 、 Facebook 、

Amazon 的獲利模式 / 田中道昭著 ; 

劉愛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樂園
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 , 1110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

(TOP ; 15) .-- ISBN 978-986-06563-9-8 

(平裝) NT$380  

1.科技業 2.網路產業 3.企業經營  

484.6  

一往無前 : 雷軍親述小米熱血 10 年 / 

范海濤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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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302-3 (平裝)  

1.雷軍 2.小米集團 3.電腦資訊業 4.

企業經營 5.中國  484.67  

數位經濟下傳統動畫人才的多元轉

型  = The multi-transformations of 

traditional animators in digital economy 

era / 劉千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

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1-7-9 (平

裝) NT$220  

1.電腦資訊業 2.數位科技 3.產業發

展  484.67  

因為相信 所以承擔 : 光洋人重返榮

耀的一千五百個日子 / 王曉晴, 王明

德, 戴卓玫, 陳玉鳳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70-0-5 (平裝)  

1.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.組織管理 3.企業再造  486.3  

智能製造與品管運作  = The quality 

operation for smart manufacturing / 楊錦

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

品質學會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8914-95-7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製造業 2.人工智慧 3.品質管理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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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著 .-- 臺北市 : 經

濟部工業局, 11011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04-4 (平裝)  

1.製造業 2.數位科技 3.產業發展 4.

個案研究 5.臺灣  487  

飛踢,醜哭,白鼻毛 / 陳夏民作 .-- 二

版 .-- 桃園市 : 逗點文創結社, 11012 .-

- 320 面; 19 公分 .-- (示見 ; 24) .-- ISBN 

978-626-95486-0-6 (平裝) NT$350  

1.出版業 2.文集  487.707  

話說文學編輯 / 楊宗翰編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00-5 (平裝) 

NT$300  

1.編輯 2.出版學  487.73  

商學 

不當礦工當老闆 : 自己動手開發區

塊鏈應用業務 / 熊麗兵, 董一凡, 周小

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3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60-7 (平裝) 

NT$880  

1.電子商務 2.電子貨幣  490.29  

區塊鏈與元宇宙 : 虛實共存.人生重

來的科技變局 / 王晴天, 吳宥忠合

著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71-928-2 (平裝) NT$450  

1.電子商務 2.電子貨幣 3.虛擬實境 

4.數位科技  490.29  

新世代電子商務 : 視頻互動跨境銷

售 / 邱筱雅著 .-- 初版 .-- [苗栗縣竹南

鎮] : 邱筱雅, 11011 .-- 180 面; 30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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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17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電子商務 2.網路社群 3.視訊系統  

490.29  

創業勝經. 2021 : 創業楷模奮鬥故事 / 

吳其倩, 吳晏槿, 汪芷伃, 周文媛, 林

睿妤, 林維鴻, 姚雅嵐, 洪琡晴, 張慧

渟, 梁瓊丹, 莊亞築, 許雅茹, 陳怡均, 

陳珮琳, 陳麗茹, 廖敏芝, 廖雅雯, 劉

怡麟, 蔡妤蓁, 關雅文, 蘇美霖, 蘇靜

怡撰稿 ; 陳麗華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

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, 11012 .-- 

182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8526-2-3 (平裝) NT$400  

1.企業家 2.臺灣傳記 3.企業管理 4.

創業  490.9933  

會計事務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 : 

適用人工記帳、資訊項 / 楊潔芝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43-8 (平裝)  

1.會計  495  

財務報表分析 / 李元棟, 王光華, 林有

志, 蕭子誼, 王瀅婷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

北 市  :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73-8 (平裝) NT$500  

1.財務報表 2.財務分析  495.47  

Horngren 成 本 會 計 學  / Srikant M. 

Datar, Madhav V. Rajan 著 ; 林谷峻, 孔

繁華, 謝宜樺, 羅玟甄編譯 .-- 十七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65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35-1-2 (下冊:平裝)  

1.成本會計  495.71  

成本與管理會計學新論 = Cost and 

management accounting / 李宗黎, 林蕙

真著 .-- 第八版 .-- 臺北市 : 証業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702 面; 26 公

分 .-- (正業會審專業叢書 ; 第 4 號-) .-

- ISBN 978-986-99077-7-4 (上冊:平裝) 

NT$700  

1.成本會計 2.管理會計  495.71  

Facebook 廣告投放操作祕笈 : 一看就

懂 Facebook 商務插件操作 / 學而學

堂, 歐文, 黃俊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0-

97-8 (平裝) NT$480  

1.網路行銷 2.網路廣告 3.網路社群  

496  

Google 廣告投放必修課 : 給廣告投放

新手的教學指南  / 學而學堂, 雷尼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10-99-2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網路行銷 2.網路廣告  496  

第 一 次 用 Youtube 行 銷 就 上 手  / 

KYOKO 原著 ; 吳嘉芳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4-042-1 (平裝)  

1.網路行銷 2.網路媒體 3.網路社群  

496  

第一次學 SEO 就上手 / 鈴木將司原

著 ; 何蟬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

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39-1 (平

裝)  

1.網路行銷 2.搜尋引擎 3.網站  496  

商業社群建構教科書 / 藤田祐司, 河

原あず作 ; 陳聖怡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61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0-367-9 (平裝) NT$380  

1.網路行銷 2.網路社群  496  

鉤引行銷 : 在訊息爆炸的時代運用

鉤引點,只要 3 秒鐘就能突圍而出 / 

布蘭登.肯恩(Brendan Kane)作 ; 陳映

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Big ; 379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786-3 (平裝) NT$420  

1.網路行銷 2.品牌行銷  496  

圖解整合行銷傳播 / 戴國良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416-0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行銷傳播  496  

MIT 臺灣金選. 2021 / 林美齡, 張立宇, 

林欣婕, 夏凡玉, 陳玉鳳, 黃鈺雲, 廖

靜清, 張愛玲, 郭珮甄文字 ; 蘇于修總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工業局, 

11011 .-- 13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3-210-5 (平裝) NT$300  

1.產品 2.臺灣  496.1  

峰值體驗 : 影響用戶決策的關鍵時

刻 / 汪志謙, 朱海蓓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財

經) .-- ISBN 978-986-398-730-7 (平裝) 

NT$450  
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市場學 3.行銷

策略  496.34  

噓 ,別讓顧客知道原來你用了這一

招! : 讓顧客開心又能提高單價和成

交量的潛意識消費心理學 / 梅莉娜.

帕默(Melina Palmer)作 ; 楊毓瑩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出版 : 遠足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

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(認真職場 ; 17) .-

- ISBN 978-986-06783-4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消費者行為 2.消費心理學  496.34  

蘭徹斯特策略 : 小克大、弱勝強,打

敗大你 10 倍對手的終極武器 / 福永

雅文著 ; 神崎真理子繪 ; 江裕真譯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

94-0 (平裝) NT$380  

1.市場政策 2.漫畫  496.4  

當客戶說不 : 世界頂級銷售大師教

你四步驟馬上成交! / 湯姆.霍普金斯

(Tom Hopkins), 本.卡特(Ben Katt)著 ; 

楊曉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
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(Unique ; 56) .-- ISBN 978-

626-7014-30-1 (平裝) NT$400  

1.銷售 2.行銷策略 3.消費心理學  

496.5  

銷售洗腦 : 「謝了!我只是看看」當

顧客這麼說,你要怎麼辦?輕鬆帶著

顧客順利成交的業務魔法 / 哈利.佛

里曼(Harry J. Friedman)著 ; 施軼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173) .-- ISBN 

978-626-95077-7-1 (平裝) NT$380  

1.銷售 2.行銷心理學 3.顧客關係管

理  496.5  

顧客關係管理 : 精華理論與實務案

例 / 戴國良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4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399-6 (平裝) NT$490  

1.顧客關係管理  496.7  

圖解物流管理 / 張福榮著 .-- 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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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11 .-- 2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53-8 (平裝) NT$350  

1.物流業 2.物流管理  496.8  

廣告學 / 陳春富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大學用書 .-- ISBN 

978-957-572-644-7 (平裝) NT$360  

1.廣告學  497  

內向軟腳蝦的超速行銷 : 哈佛、國

際頂尖期刊實證,不見面、不打電話、

不必拜託別人,簡單運用行為科學,只

寫一句話也能不著痕跡改變人心  / 

川上徹也著 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30 面; 19 公分 .-- (職學堂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47-5 (平裝)  

1.廣告企劃 2.廣告寫作  497.2  

影片策劃 So Easy : 第一次做廣告行

銷影片也能快速上手 / 楊易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城邦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62-3 (平裝) NT$380  

1.廣告片 2.廣告製作 3.行銷傳播  

497.4  

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

業 : 瑋博 POS 系統完全解析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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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385-279-7 (平

裝)  

1.商店管理  498.6  

超級店長 數位起飛 / 古川健, 葉榮廷, 

蔡德忠, 蕭壬惠, 賴志達, 賴淑芬, 王

志維, 王佳霖, 何芓潔, 吳季峯, 宋有

容, 李文甫, 李明怡, 李欣潔, 李錦華, 

李蘋純, 杜以瑄, 林文怡, 林長懋, 林

艷余, 施智純, 柳瑋茹, 胡家齊, 徐筱

婷, 涂瓊瑛, 張淑容, 張湘晴, 張黃記, 

張維鈞, 梁佑禎, 許瓊文, 陳玉蓮, 陳

成義, 陳季微, 陳怡君, 陳洹橒, 陳晏

渝, 陳舒婷, 陳雅婷, 傅涵, 曾于珊, 游

純宜, 賀紹齊, 黃珮瑜, 黃婷儀, 黃雅

君, 黃雅青, 廖麗君, 劉宜欣, 劉思萍, 

蔡佳宏, 蔡彥樺, 蔡富臣, 鄧宇宏, 鄭

睿榮, 盧宜微撰文 ; 蔡德忠總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暨加盟

協會, 11011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944-0-8 (平裝)  

1.連鎖商店 2.加盟企業 3.企業經營  

498.93  

企業管理 

(國民營事業)絕對高分!企業管理(含

企業概論、管理學) / 高芬編著 .-- 第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1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0-745-8 (平裝)  

1.企業管理  494  

(鐵路特考)絕對高分!鐵路企業管理

大意 / 高芬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8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46-5 (平裝)  

1.企業管理  494  

CJ 集團.韓流爆紅經營術 : 從製糖公

司走向韓國第一影視帝國,席捲全球

浪潮的 7 大致勝關鍵 / 高成延作 ; 黃

莞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
司發行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Sasugas ; 45) .-- ISBN 978-986-289-

688-4 (平裝) NT$420  

1.CJ 公司 2.企業經營  494  

打造恆久卓越企業 / 詹姆.柯林斯(Jim 

Collins), 比爾.雷吉爾(Bill Lazier)著 ; 

齊若蘭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
雜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51) .-- ISBN 

978-986-398-729-1 (平裝) NT$400  

1.企業管理 2.組織管理 3.職場成功

法  494  

企業之神松下幸之助 / 趙凡編著 .-- 

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文創社 , 

1110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1-15-6 (平裝)  

1.松下幸之助 2.學術思想 3.企業經

營  494  

讓人才自己來找你 : 雇主品牌的策

略思維與經營實戰手冊 / 陳佳慶, 鍾

文雄, 李魁林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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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07-6 (平

裝) NT$420  

1.企業管理 2.企業經營 3.個案研究  

494  

績效評估 : 效率與生產力之理論與

應 用  = Performance evaluation : 

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/ 黃鏡如, 傅

祖壇, 黃美瑛, 游明敏, 楊永列, 賴宏

彬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2-8-2 (平裝) 

NT$560  

1.績效評估  494.01  

管理心理學 : 實務與應用 / 劉亦欣編

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97-5 (平裝) 

NT$480  

1.管理心理學  494.014  

創利經營的 80 則關鍵問答 : 這是一

本具有百萬價值的經營管理手冊 討

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 / 陳宗

賢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聖企管

顧問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728-5-1 (平

裝)  

1.企業經營 2.企業管理 3.行銷策略 

4.問題集  494.022  

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

會論文摘要集. 2021 第十六屆 / 龍華

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雲

林縣斗六市 :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出

版 ; [桃園市] : 龍華科技大學管理學

院發行, 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5749-4-5 (平裝)  

1.企業管理 2.摘要  494.07  

北商大學術論壇. 2021 第二十屆 : 經

營與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= 2021 

NTUB Conference of Practice and 

Management /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管理

學院,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

(所)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

北商業大學, 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8454-9-6 (平裝) 

NT$800  

1.國際企業 2.企業管理 3.文集  

494.07  

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論文集. 2021

第 九 屆  = Proceedings 2021(9th) 

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

case studies /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

學院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城市

科技大學商管學院, 11012 .-- 355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543-1-3 (平

裝) NT$600  

1.商業管理 2.文集  494.07  

U-start, youth star : 30 個構築世界的創

業夢想 / 李幼寅, 周君怡, 莊安華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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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; 李幼寅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, 11012 .-- 19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87-6 (平

裝)  

1.創業 2.企業管理 3.個案研究  

494.1  

文化雙融 : 執兩用中的策略新思維 = 

Ambicultural thinking and practice : 

taking the "middle way" in the modern 

world / 陳明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

26 公分 .-- (智勝經管系列) .-- ISBN 

978-957-511-642-2 (平裝) NT$400  

1.策略管理 2.企業競爭  494.1  

企業永續與公司治理 : 公私部門的

合作治理 / 蔡昌憲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 : 新 學 林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4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6-149-8 (平裝) NT$500  

1.企業管理 2.組織管理 3.企業法規  

494.1  

室內設計公司數位經營革命 : 內部

管理+外部營銷,數位化轉型迎向成

長 / 伊藤謙著 ; 劉德正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59-4 (平裝) NT$550  

1.企業經營 2.室內設計 3.數位科技  

494.1  

屏東大店長 / 黃鼎倫總編輯 .-- 屏東

市 : 屏東縣政府, 11011 .-- 冊 .-- (屏東

大店長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

5472-56-6 (全套:平裝) NT$500  

1.創業 2.青年 3.屏東縣  494.1  

終結拖延,擺脫焦慮,變身誰都給你高

評價的「時間控」 : 全面提升「時

間價值」!花最少力氣取最大成果,不

再累到死又被嫌到死  / 菲比 .嘉文

(Phoebe Gavin)著 ; 劉佳澐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0-64-6 (平裝) NT$290  

1.時間管理 2.工作效率  494.1  

動態競爭 : 後波特時代的競爭優勢 = 

Competitive dynamics : competitive 

advantage in the past-porter era / 陳明哲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(智

勝經 管系 列 ) .-- ISBN 978-957-511-

641-5 (平裝) NT$600  

1.管理科學 2.策略管理 3.企業競爭  

494.1  

創造世界觀 : 感性與知性並用的工

作術 / 水野學, 山口周著 ; 莊雅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19 公

分 .-- (Hello design ; 64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70-2 (平裝) NT$350  

1.商業管理 2.創造性思考  494.1  

單張報告的法則 / 朴信榮著 ; 賴毓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60-4 (平裝) NT$360  

1.企劃書  494.1  

創新創業的 12 堂課 / 張譯尹, 劉逸平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6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172-7-5 ( 平 裝 ) 

NT$538  

1.創業 2.創意 3.企業管理  494.1  

創新創業與政府產業發展策略探討 / 

張世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1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71-4 (平裝) 

NT$300  

1.企業經營 2.產業發展  494.1  

經營戰略 4.0 圖鑑 : 美國 MAMAA、

中國 BATH 等全球 15 家尖牙企業,七

大關鍵字洞見「未來優勢」祕密! / 

田中道昭著 ; 連雪雅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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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地球觀 ; 

70) .-- ISBN 978-986-384-635-2 (平裝)  

1.企業經營 2.策略規劃 3.策略管理  

494.1  

精準提問的力量 : 成功人士都用這

11 種策略提問法,掌握關鍵,破解僵局,

提 高 價 值  / 法 蘭 克 . 賽 斯 諾 (Frank 

Sesno)著 ; 林力敏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8 面; 

21 公分 .-- (Trend ; 73) .-- ISBN 978-

957-658-715-3 (平裝) NT$360  

1.決策管理 2.人際傳播  494.1  

數位轉型推動手冊 / 財團法人中國

生產力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, 11011 .-- 

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254-

92-5 (平裝) NT$280  

1.企業經營 2.數位科技 3.產業發展  

494.1  

關聖帝君的利益眾生事業 / 陳桂興

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宇河文化

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

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04 面; 23 公

分 .-- (玄門真宗 ; 12) .-- ISBN 978-986-

456-325-8 (平裝) NT$380  

1.企業經營 2.宗教道德  494.1  

*IMC 引領台灣創新卓越精華 / 林均

燁總編輯 .-- [嘉義市] : 中華民國國際

工商經營研究社聯合會, 11011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447-2-

5 (平裝) NT$320  

1.創業 2.文集  494.107  

不輸給 GAFA 和 BATH 的最快、骨

幹式商業溝通術 : 豐田員工人人必

學,快速提升你的溝通能力。 / 山本

大平著 ; 黃雅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(Biz ; 382)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71-0 (平裝) NT$360  

1.商務傳播 2.人際傳播 3.職場成功

法  494.2  

企業組織與管理 / 閻瑞彥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

用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46-1 (平裝) 

NT$550  

1.企業組織 2.組織管理  494.2  

年輕人,想什麼?當個主管也太難了! : 

被動、自以為是、愛頂嘴、特立獨

行 ......年輕人就是這麼愛搞怪 ,身為

上司應該怎麼辦? / 蔡宜潔, 吳利平, 

王衛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94 面; 
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68-8 (平裝) NT$520  

1.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理  

494.2  

這樣帶人,解決 90%主管煩惱 : 8 大職

場面向 X47 種情境難題,培養管理者

領導力,創造高效互信團隊的實戰指

南! / 朴鎮漢, 兪京哲, 羅永周, 鄭慶熙, 

徐仁洙, 朴海龍, 白信英, 金祐載, 李

栽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

出版社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56-7-8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理  

494.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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誘導高效團隊的管理高手 : 用 100 張

圖解,釋放部屬潛能,打造高績效小團

隊! / 任康磊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

- (BIZ ; 84) .-- ISBN 978-986-5564-68-1 

(平裝) NT$350  

1.組織管理 2.企業管理 3.企業領導  

494.2  

內部稽核概論 / 王怡心, 黎振宜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4-7351-2 (平裝)  

1.內部稽核  494.28  

20 歲的人脈力養成講座 : 成功約到

1000 位企業主的實用心理技巧,讓技

術、資金、情報集結到你身邊 / 内

田雅章著 ; 林詠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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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4-100-1 (平裝) NT$32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494.35  

上班何須太委屈,轉職身價再晉級 : 

LinkedIn 日本負責人教你找出職能優

勢標籤,成就理想的工作與人生 / 村

上臣著 ; 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好想法 ; 39) .-- 

ISBN 978-626-7089-00-2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涯規劃  494.35  

天才滅絕的職場 : 殘酷的職場人性

法則,是如何扼殺我們的才能? / 北野

唯我著 ; 劉愛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 702 種)(邁

向成功 ; 85) .-- ISBN 978-986-5596-54-

5 (平裝) NT$32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494.35  

*不會表達, 你的努力一文不值 / 李文

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出

版社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46-17-3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宅創業 : 內向者的時代來了!不必依

附公司,宅在家也有出頭天! / 堤ゆか

り著 ; 莊雅琇譯 .-- 一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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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957-13-9671-2 (平裝) NT$32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生涯規劃 3.內向性

格  494.35  

多職新世代的聰明工作術 : 利用興

趣開創複業,享受財富多元、自由多

元的 Plus+生活! / 土谷愛作 ; 陳姵君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9-073-0 (平裝)  

1.職場成功法 2.電子商務  494.35  

你的老闆其實沒這麼喜歡你 : 別好

奇、別找藉口、別說「不公平」,職

場上不可不知的遊戲規則 / 吳載昶, 

鄭一群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8 面; 
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59-6 (平裝) NT$37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(句點。) 

/ 垃圾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68

面; 15 公分 .-- (Graphic times ; 22) .-- 

ISBN 978-986-384-636-9 ( 平 裝 ) 

NT$377  

1.職場 2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逆襲者的求生筆記 : 你可以不腹黑,

但別讓自己活得太委屈 / 莎莉夫人

(Ms. Sally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324 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40) .-

- ISBN 978-957-13-9782-5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生哲學 3.生活指

導  494.35  

這世界,是留給膽子大的人 / 洪雪珍

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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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8-106-9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工作心理學  494.35  

提問設計 : 運用引導學,找出對的課

題,開啟有意義的對話 / 安齋勇樹, 鹽

瀨隆之著 ; 李欣怡, 周芷羽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174) .-- ISBN 

978-626-95077-6-4 (平裝) NT$45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說話藝術 3.傳播心

理學  494.35  

業務升級 醬子硬實力 / 吳茵如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家親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761-1-2 (平裝) NT$390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精準下刀!讓怪醫黑傑克為你剖析工

作煩惱 / 尾崎健一著 ; 林冠汾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24-7 (平裝)  

1.職場成功法  494.35  

職場小人研究室 : 喧囂的職場,你更

需要看懂同事的小心思 / 劉惠丞, 禾

土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4 面; 23
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971-8 (平裝) NT$47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494.35  

讓人翻白眼的同事圖鑑 / 石川幹人

作 ; 黃筱涵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191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

368-6 (平裝) NT$350  
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 494.35  

學習讓圖像為你說話 / 薩維耶.德朗

蓋尼著 ; 莎瑪.奧特瑪妮繪 ; 蔡孟貞

譯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

1110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Creative ; 

173) .-- ISBN 978-986-179-709-0 (平裝) 

NT$380  

1.筆記法 2.圖表  494.4  

圖解改善管理 / 陳耀茂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450-4 (平裝) NT$300  

1.品質管理  494.56  

*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(2021 ISQM)論

文摘要集. 2021 : 數位品質與服務創

新 = The 202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

of Quality Management : digital quality 

and service innovation / 楊錦洲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, 

1101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914-94-0 (平裝) NT$1000  

1.品質管理 2.文集 3.摘要  494.5607  

作業風險管理指南 = ORM guidebook 

/ 崔海恩, 王心靈, 王承宗, 陳楊正光



45 

 

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高雄市 : 凱林國際

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28-2-0 (平

裝) NT$630  

1.風險管理  494.6  

管理資訊系統 / 李麒麟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

用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43-0 (平裝) 

NT$550  

1.管理資訊系統  494.8  

管理資訊系統  / Kenneth C. Laudon, 

Jane P. Laudon 原著 ; 董和昇譯 .-- 十

六版 .-- 新北市 : 鼎隆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620 面; 26 公分 .-- (滄

海書碼 ; CS0433C) .-- ISBN 978-986-

7696-39-7 (平裝)  

1.管理資訊系統  494.8  

社會科學類 

統計 

圖解有趣的生活統計學 : 零概念也

能樂在其中!真正實用的統計學知識 

/ 佐佐木彈監修 ; 劉宸瑀, 高詹燦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88-8 (平裝)  

1.統計學 2.通俗作品  510  

*人口的總和 : 分類、標籤與認同,人

口普查如何建構國家 / 安德魯.惠特

畢(Andrew Whitby)著 ; 周宜芳翻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3-64-5 (平裝) NT$300  

1.人口普查 2.歷史  515  

教育 

放手讓孩子飛 : 亞太美國學校打造

實現夢想的舞台 / 邵冰如, 朱乙真, 黃

筱珮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280 面 ; 21 公 分  .-- ( 教 育 教 養  ; 

BEP068) .-- ISBN 978-986-525-384-4 

(平裝) NT$400  

1.亞太美國學校 2.國際學校 3.學校

教育 4.人物志 5.新竹市  520  

預見教育 2030 : 風險時代 : 教育價值、

反思、與行動 = Envisioning education 

/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713-78-2 (平裝)  

1.教育 2.文集  520.7  

南师附中教育改革文献 1964-1966 / 

王虹整理 .-- 臺北市 : 亞太政治哲學

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329-5-7 (卷 1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626-95329-6-4 (卷

2: 平 裝 ) NT$220 .-- ISBN 978-626-

95329-7-1 (卷 3:平裝) NT$190  

1.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2.教育改

革 3.中等教育 4.教育史 5.江蘇省南

京市  520.92  

臺灣教育研究趨勢 / 林佳芬, 楊智穎, 

林永豐, 劉秀曦, 方瑀紳, 李隆盛, 林

坤燦, 鄭浩宇, 林育辰, 張德永, 洪雯

柔, 鄭同僚, 徐永康, 陳學志, 蔡孟樺, 

蔡孟寧, 黃詩媛, 吳清山, 林雍智, 蔡

清田, 林素微, 林建福, 沈姍姍, 賴阿

福, 劉世閔合著 ; 高新建, 林佳芬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46-7 (平裝) 

NT$720  

1.臺灣教育 2.文集  520.933  

廈門大學的先生們 / 陳滿意著 .-- 1

版 .-- 新北市 : 黃山國際出版社有限

公司 , 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

(Classic 文庫 ; 20) .-- ISBN 978-986-

397-132-0 (平裝) NT$700  

1.高等教育 2.傳記 3.中國  520.988  

一夫一婦一燈昭 : 蕭敏雄老師 高喜

香老師作品集 / 蕭敏雄, 高喜香, 單兆

榮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台南女

子高級中學校友會, 11012 .-- 36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761-2-3 (平

裝) NT$500  

1.蕭敏雄 2.高喜香 3.教師 4.臺灣傳

記  520.9933  

12 歲之前一定要學. 5, 讀書態度&學

習技巧 / 花丸學習會作 ; 李彥樺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0-50-7 (平裝) NT$350  

1.學習方法 2.讀書法 3.通俗作品  

521.1  

不敗學習力 : 學霸都在用的 10 大聰

明讀書法 / 劉軒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7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404-9 (平裝) NT$380  

1.學習方法 2.讀書法  521.1  

打造超人學習 / xdite 鄭伊廷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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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626-318-063-5 (平裝) 

NT$400  

1.學習方法 2.讀書法  521.1  

多元智能啟發評量系統 : 評量結果

解析指南 / 蕭勻編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社團法人中華人工智慧協會出版  : 

縱橫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53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9-1-

1 (平裝)  

1.學習 2.學習評量 3.智慧  521.1  

散漫人士的學習法 : 坐不到 30 分鐘

以上,還是想金榜題名 / 金應俊著 ; 林

侑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

- (Think ; 227) .-- ISBN 978-626-7041-

54-3 (平裝) NT$340  

1.學習方法 2.讀書法  521.1  

圖解素養導向教學原理與設計 / 周

新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73-6 (平

裝) NT$360  

1.教學理論 2.教學設計 3.教學法  

521.4  

PBL 教學法導入資訊科系教學之策

略及方法 : 以計算機概論課程教學

為例 / 莫益南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16

面; 29 公分 .-- (資訊教學精進研究專

書) .-- ISBN 978-957-9548-60-1 (平裝)  

1.問題導向學習 2.資訊教育 3.教學

策略 4.教學法  521.422  

拆解 Bobbitt : 課程論百年紀念 / 劉幸, 

丁道勇, 程龍, 胡定榮, 楊智穎, 鍾鴻

銘, 單文經合著 ; 劉幸, 楊智穎主編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7-378-1 ( 平 裝 ) 

NT$270  

1.課程 2.文集  521.7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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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語體育教學輕鬆上路  = Painless 

bilingual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/ 

程峻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

- (高等教育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

511-645-3 (平裝) NT$380  

1.師資培育 2.雙語教育 3.體育教學  

522.6  

師資培育 2030 /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

學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學富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32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13-77-5 (平裝) 

NT$330  

1.師資培育 2.文集  522.607  

國民中小學建置校園雙語環境實用

手冊 1.0 版 / 林子斌, 林麗菊, 王力億, 

莊宗嚴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, 11011 .-- 8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80-7 (平裝)  

1.中小學教育 2.雙語教育 3.學習環

境  523  

一樣不一樣 : 斑傑明.馬利的找找遊

戲書 / 賴馬文.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56 面; 32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626-305-137-9 (平裝) NT$550  

1.兒童遊戲 2.益智遊戲 3.繪本  

523.13  

找找看,在哪裡?. 交通工具篇 / 瑪格.

錢寧(Margot Channing)著 ; 尚.克勞德

(Jean Claude)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16 面; 22 公分 .-- (兒童博雅 ; 142)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7-424-5 (精

裝) NT$280  

1.兒童遊戲 2.益智遊戲 3.繪本  

523.13  

找找看,在哪裡?. 動物篇 / 瑪格.錢寧

(Margot Channing)著 ; 尚.克勞德(Jean 

Claude)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 面; 

22 公分 .-- (兒童博雅 ; 143)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626-317-425-2 (精裝) 

NT$280  

1.兒童遊戲 2.益智遊戲 3.繪本  

523.13  

音樂教育從根扎起 : 淺談幼兒園教

保員音樂活動設計之實踐 / 許芸菲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62-821-7 ( 平 裝 ) 

NT$263  

1.幼兒教育 2.音樂教育 3.教學方案 

4.幼稚園  523.2  

幼兒身體動作課程資源手冊 / 王宗

騰, 王鋙倢, 王柏翔, 李昭明, 李若喬, 

朱怡禎, 宋以涵, 周寶華, 林乃方, 葉

上綺, 楊真妮, 張依婷, 鄭雅玲, 鄧珮

偉, 劉瓊璘作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, 

11011 .-- 240 面; 26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2-65-9 (平裝)  

1.學前教育 2.兒童遊戲 3.教學活動

設計  523.23  

誰?哪裡?為什麼? / 丹尼爾.斯帕切克

(Daniel Špaček)作 ; 賴毓棻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剛好國際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4 面; 21X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495-7-6 ( 精 裝 ) 

NT$360  

1.學前教育 2.認知學習 3.繪本  

523.23  

學習區的自主遊戲與探究學習 : 台

灣台中愛彌兒幼兒園課程發展與實

踐 / 倪鳴香, 徐德成, 張斯寧, 陳娟娟, 

陳淑琦, 廖鳳瑞, 潘世尊, 鄭青青, 鄭

舒丹, 台灣台中愛彌兒幼兒園教學團

隊作 ; 鄭青青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400 面; 26 公分 .-- (幼兒教育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0744-52-1 ( 精 裝 ) 

NT$600  

1.學前課程 2.幼兒教育 3.自主學習  

523.23  

綠鑽永瑩 : 110 學年度教師專業研究

成果彙編 / 吳淑娟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, 11011 .-

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2-59-3 (平裝)  

1.小學教學 2.教學策略 3.教學研究  

523.3  

*悅讀 :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

篇. 一年級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

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學

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8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0-8 (平裝)  

1.漢語教學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11  

*悅讀 :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

篇. 二年級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

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學

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6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1-5 (平裝)  

1.漢語教學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11  

*悅讀 :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

篇. 三年級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

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學

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38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2-2 (平裝)  

1.漢語教學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11  

*悅讀 :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

篇. 五年級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

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學

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31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4-6 (平裝)  

1.漢語教學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11  

*悅讀 :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

篇. 六年級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

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學

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9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5-3 (平裝)  

1.漢語教學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11  

*悅讀 :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

篇. 四年級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

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學

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38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3-9 (平裝)  

1.漢語教學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11  

臺北市國民小學一年級國語第二冊

數位診斷系统使用手冊 / 陳清義, 嚴

淑珠, 李金燕, 鄭福來, 游惠音, 賴健

二, 吳敏華, 蕭儀禎, 黃善美, 盧姵绮, 

顏樂美, 郭蕙僑, 陳藝真, 何立心, 陳

茉馨, 陳亭妤, 蕭孟昕, 林政慧, 鄭貴

霖, 徐佑琪, 郭孟怡, 王筱佩, 江淑娟, 

陳宇絢, 林真伊, 蔡佩娟撰稿 .-- [臺北

市] :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, 11012 .-- 187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54-

8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漢語教學 2.學習評量 3.小學教學  

523.311  

看完故事就學會國小 1000 英單(寂天

雲隨身聽 APP 版) / Yahung Fang 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語言工場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963-81-0 (20K 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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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小學教育  

523.318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一年級 A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3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6-0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一年級 B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3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7-7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二年級 A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2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8-4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二年級 B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7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9-9-1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二年級 C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7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8-1-1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三年級 A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8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0-9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三年級 B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9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1-6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五年級 A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4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5-4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六年級 A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6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8-5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五年級 B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7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6-1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六年級 B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1 .-- 26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9-2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五年級 C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5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7-8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六年級 C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8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8-0-4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四年級 A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8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2-3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四年級 B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9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3-0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*悅讀 :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. 國小篇. 

四年級 C 冊 /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

會師資群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未來

學校教育學會, 11012 .-- 26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3-4-7 (平裝)  
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方案 3.小學教學  

523.32  

數學這樣學 : 國小數學感學習. 二年

級 / 李源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292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03-0 (平裝) NT$380  
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 523.32  

里山清水岩 : 祖孫遊社頭 / 清水岩生

態文化創意產業協會文.圖 .-- 彰化縣

社頭鄉 : 彰化縣清水岩生態文化創

意產業協會, 11011 .-- 36 面; 3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87-0-6 ( 精 裝 ) 

NT$360  

1.環境教育 2.繪本 3.初等教育  

523.36  

文化扎根 體驗美好 / 曾仰賢主編 .-- 

初版 .-- 彰化市 :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

館, 11011 .-- 208 面; 24 公分 .-- 110 年

中區文化體驗內容輔導計畫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93-3 (精裝)  

1.藝術教育 2.美育教學 3.中小學教

育  523.37  

AI-FML 人機共學 / 李健興, 久保田直

行, 山口亨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南市 : 

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

030-2 (平裝) NT$190  

1.資訊教育 2.人工智慧 3.機器人 4.

中小學教育  523.38  

Google 網際網路輕鬆學 / 蘇清得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全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010-9-3 (平裝)  

1.電腦教育 2.網際網路 3.搜尋引擎 

4.小學教學  523.38  

Inkscape+Tinkercad 小創客動手畫 / 蘇

清得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全資訊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10-8-6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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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電腦教育 2.電腦繪圖 3.電腦軟體 

4.中小學教育  523.38  

PowerPoint 2019 小創客做簡報 / 蘇清

得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全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10-6-2 (平裝)  

1.電腦教育 2.中小學教肓 

3.PowerPoint 2019(電腦程式)  

523.38  

Scratch 3 小創客寫程式 / 蘇清得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全資訊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010-7-9 (平裝)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遊戲 3.電腦動畫

設計 4.中小學教育  523.38  

Scratch 的 100 個技巧 / 小剛老師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93-9 (平裝) 

NT$450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遊戲 3.電腦程式

設計 4.中小學教育  523.38  

Word 2019 小創客輕鬆學 / 蘇清得, 蘇

鈺婷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全資訊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10-5-5 (平裝)  

1.電腦教育 2.中小學教育 3.WORD 

2019(電腦程式)  523.38  

小小光線設計師 : 快樂露營去 / 顏嘉

成, 王一雅作 ; 張芸荃繪 .-- 桃園市 : 

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60 面; 23X22 公分 .-- (AI 科學玩創

意)(AI 科學系列 ; AISA0002) .-- ISBN 

978-626-95460-0-8 (平裝) NT$450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程式語言 3.初等

教育  523.38  

節慶萬花筒 / 潘聖云, 王一雅作 .-- 桃

園市 : 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60 面; 23X22 公分 .-- (AI 科

學玩創意) .-- ISBN 978-986-06102-9-1 

(平裝)  

1.電腦教育 2.電腦程式語言 3.初等

教育  523.38  

美濃雙甲 風華卓越 : 高雄市美濃國

小一百二十週年專刊 / 邱麗如總編

輯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

民小學, 11101 .-- 336 面; 3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5-59-9 ( 精 裝 ) 

NT$1200  

1.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民小學  

523.833/131  

教育理論與實務對話. 110 年 : 「停

課不停學:疫情時代下對教育的挑戰

與因應」研討會論文集 / 許凱威主

編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

育中心, 11011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2-64-3 (平裝)  

1.中等教育 2.教育理論 3.教學研究 

4.文集  524.07  

線上學習新視界. 高中篇 : 台達磨課

師致力培育自動化人才 / 彭宗平, 張

錦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43-3 (平

裝)  

1.數位學習 2.教學法 3.中等教育  

524.3  
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小說

選讀 / 孫紹振, 孫劍秋主編 .-- [臺南

市] :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82-76-8 (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  

524.31  
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小說

選讀(教師手冊) / 孫紹振, 孫劍秋主

編 .-- [臺南市] :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2-77-5 (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  

524.31  

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: 古代小說

選讀(教師用書) / 孫紹振, 孫劍秋主

編 .-- [臺南市] :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2-78-2 (平裝)  
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  

524.31  

盧澔化學 : 影音教戰守策. 必修篇 / 

盧澔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茂喜文創

整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1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2939-1-4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化學 2.中等教育  524.36  

挺身而教 : 為孩子尋找優勢,讓更多

機會成為可能  / 安卓亞 .札非拉庫

(Andria Zafirakou) ; 謝儀霏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學習

與教育 ; 227) .-- ISBN 978-626-305-

125-6 (平裝)  

1.教育 2.藝術教育 3.中等教育 4.英

國  524.372  

創意無限樂高 SPIKE 機器人 : 使用

LEGO MINDSTORMS Robot Inventor / 

李春雄, 李碩安編著 .-- 新北市 : 台科
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8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78-5 (平

裝)  

1.電腦教育 2.機器人 3.電腦程式設

計 4.中等教育  524.375  

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 : 主題式速

記學測高頻單字(寂天雲隨身聽 APP

版） / 江正文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

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432 面; 19 公分 .-- 108 課綱新字表 .-

- ISBN 978-626-300-084-1 (32K 平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詞彙 3.中等教育  

524.38  

考前 16 週統測總複習完全攻略 / 希

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

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

619-6 (平裝)  

1.英語教學 2.讀本 3.中等教育  

524.48  

迎戰 108 新課綱 : 30 天完勝文意選

填&篇章結構(詳解本) / 賴世雄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2 面; 26 公

分 .-- (108 課綱核心素養. 升大學系

列 ; A98-2) .-- ISBN 978-626-95430-1-4 

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教學 2.讀本 3.中等教育  

524.48  

學習歷程檔案一點通 : 從定向到歷

程檔案一本搞定 / 中華未來學校教

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

024-4 (平裝) NT$300  

1.高中生 2.參考工具書 3.中等教育  

524.7  

讓學生成為課堂主角 : 中央大學傑

出與優良教師群像. 2021 / 李瑞騰, 李

宜學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國立中

央大學, 11012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97-0-2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高等教育 2.教學法 3.文集  525.03  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0 年高教深耕

計畫 B4-1 專業策展專刊 / 余瑞軒, 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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珮玉, 顏嘉宏, 傅衡宇, 方信雄, 張斯

達, 汪芷榆, 謝家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大鼎書局, 11011 .-- 64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6-2-4 (平裝) 

NT$250  

1.高等教育 2.文集  525.07  

國防大學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

集. 第二屆 = Proceedings / 羅籝洋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國防大學, 

11011 .-- 1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0-07-8 (精裝) NT$300  

1.通識教育 2.全人教育 3.文集  

525.3307  

專題製作與備審資料呈現技巧 / 呂

頡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67-9 (平裝)  

1.大學入學 2.入學甄試 3.文書處理  

525.611  

划向未來的方舟 : 輔大六十,熠熠生

輝 / 陳培思, 張雅琳, 彭漣漪著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64 面; 23 公

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18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76-9 (平裝) NT$450  

1.輔仁大學  525.833/103  

清華文藝復興 / 許明德著 .-- 初版 .-- 

新 竹 市  :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出 版 社 , 

11012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116-94-0 (精裝) NT$350  

1.國立清華大學 2.歷史 3.學校建築  

525.833/112  

*樹德金字招牌 修平點亮未來 : 校友

專刊. 第二輯 / 陳美菁總編輯 .-- [臺

中市] : 修平科技大學, 11012 .-- 18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53-5-3 (精

裝)  

1.修平科技大學 2.臺灣傳記  

525.833/117  

教育政策研究 / 蔡進雄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448-1 (平裝) NT$320  

1.教育政策 2.文集  526.1107  

邁向未來的教育創新  = Educational 

innovation to the future / 吳清山, 楊瑞

濱, 鄭崇趁, 鄭依萍, 黃旭鈞, 高家斌, 

蘇玲慧, 孫良誠, 蔡進雄, 王令宜, 蔡

明學, 林雍智, 黃世隆, 劉彥廷, 劉春

榮, 曾燦金, 諶亦聰, 林奎宇, 林雅婷, 

謝麗華, 尤惠娟合著 ; 蔡進雄主編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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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511-637-8 (平

裝) NT$420  

1.教育改革 2.文集  526.1707 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年報. 

109 年 /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

學前教育署, 11011 .-- 100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68-5 (平裝) 

NT$200  

1.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.教育

行政  526.32  

學校建築規劃 : 理論與實務 / 湯志民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4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07-8 (平裝) 

NT$580  

1.學校建築 2.校園規劃  527.5  

學校問題 : 透過 3 個故事找出問題並

解決它們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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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48 面; 18X18

公分 .-- (小費歐沙情緒繪本系列) .-- 

ISBN 978-626-95246-5-5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1.學校安全 2.校園霸凌 3.繪本  

527.59  

自主學習大未來  / 凱莉 .麥克唐納

(Kerry McDonald)著 ; 林麗雪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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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77-6 (平裝) 

NT$450  

1.在家教育 2.自主學習 3.自學 4.美

國  528.1  

父母無需完美只要剛好 : 21 天看到

親 子 關 係 改 變 的 奇 蹟 ! 焦 點 解 決

(SFBT)帶你養出負責任孩子 / 陳意文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學文化出

版 ; [新北市] : 聯合發行股分有限公

司發行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(書房 Study ; 12) .-- ISBN 978-986-

99494-3-9 (平裝) NT$360  

1.親職教育 2.心理諮商 3.親子關係  

528.2  

用對愛之語 : 孩子功課更好、品格

更好、關係更好! = How to properly 

use the love language : to help children 

perform better in study, personal integrity, 

and relationships. / 徐允華, 吳恩祺採

訪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

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, 11012 .-

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210-3-2 (平裝)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 528.2  

你的傷口,不是你的錯 : 擺脫家庭情

緒勒索及控制,重新療癒自我 / 林博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 , 

1101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5-04-4 (平裝) NT$360  
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 528.2  

冒險、陪伴、信念 : 剛好就好的心

理師爸爸 : 照顧孩子也照顧自己的

親職分享 / 林仁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78-3-2 (平裝) NT$35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 528.2  

家庭裡的素養課 / 顏安秀作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教育教養 ; BEP067)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90-5 (平裝) NT$380  

1.家庭教育 2.子女教育  528.2  

高情商媽媽的說話術 : 第一本結合

薩提爾模式 X 非暴力溝通的親子對

話指南,教你將怒氣轉為正向教養力 

/ 金芝惠著 ; 丁睿俐翻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30-525-7 (平裝) NT$330  

1.親職教育 2.情緒管理  528.2  

從小致富 / 湯姆.柯利作 ; 羅嵐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

11101 .-- 22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7-742-7 (平裝) NT$35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理財  

528.2  

脫癮而出不迷惘 : 寫給網路原生世

代父母的教養書  / 陳志恆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圓神文

叢 ; 307) .-- ISBN 978-986-133-804-0 

(平裝) NT$290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網路使用

行為  528.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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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讀的刻意練習 : 養成孩子自主學

習的教養魔法 / 雙丁麻麻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Life) .-

- ISBN 978-957-14-7350-5 (平裝)  
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 528.2  

說故事與親子共讀 : 從零開始,讀出

孩子的學習力與成長力 / 林美琴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(教養生活 ; 70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674-3 (平裝) NT$380  

1.親職教育 2.幼兒教育 3.閱讀指導  

528.2  

養出自我效能高的孩子 : 不害怕結

果,選擇挑戰,積極小孩實作篇 / 松村

亞里作 ; 劉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(婦幼館 ; 172) .-- ISBN 978-

986-5408-76-3 (平裝)  

1.親職教育 2.育兒  528.2  

權威和家庭規則 : 3 個了解它以及進

行家庭契約遊戲的故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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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48

面; 18X18 公分 .-- (小費歐沙情緒繪

本 系 列 ) .-- ISBN 978-626-95246-6-2 

(精裝) NT$320  

1.親職教育 2.親子溝通 3.繪本  

528.2  
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15 : 我的家 /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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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

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06494-8-2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 528.33  

身體的界線 : 兒童自我保護繪本 / 詹

妮.桑德斯文 ; 莎拉.詹寧斯圖 ; 劉淑

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8 面; 25

公分 .-- (小魯新公民 ; 20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69-1 (精裝)  

1.生活教育 2.兒童教育 3.繪本  

528.33  

紅豆綠豆碰 : 我是時間魔法師 / 吳佐

晰文 ; 吳淑華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1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218-8 (平裝) NT$280  

1.生活教育 2.品格 3.漫畫  528.33  

地方文化館日常管理查核表 : 觀眾

服務.志工.安全 = Local museums daily 

management checklists on visitor service, 

volunteer and safety / 洪如珮總編輯 .-- 

臺北市 : 台灣博物館教育發展協會, 

11011 .-- 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03-0-3 (活頁裝)  

1.文化機構 2.工作說明書  528.416  

噶瑪蘭花蕊綻放中 / 陳維鸚, 宜蘭暨

羅東社區大學作 .-- 宜蘭市 : 財團法

人宜蘭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, 11012 .-

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767-5-9 (平裝) NT$300  

1.社區大學 2.成人教育 3.宜蘭縣  

528.432  

霧峰向日葵家園. 2021 : 銀髮族、幼

兒園、身心障礙者融合教育研習活

動成果報告 / 王芝婷, 鄭可欣, 林豐隆

作  .-- 臺中市  : 霧峰向日葵家園 , 

11011 .-- 14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128-8-2 (平裝) NT$500  

1.老人教育 2.融合教育  528.433  

我的補教人生 : 補教大小事,人生多

少愁 / 陸俊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魯

啓倫, 11012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15-6 (平裝)  

1.補習教育 2.通俗作品  528.46  

數位科技概論 / 黃仲銘, 黃建庭, 林易

民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20-9 (下冊:

平裝)  

1.數位科技 2.技職教育  528.831  

觀光餐旅業導論 / 夏文媛, 吳錦芬, 尹

淑萍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32-2 (下冊:

平裝)  

1.餐旅業 2.餐旅管理 3.技職教育  

528.831  

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0 週

年紀念專刊 / 李斐雯, 張家榮, 李正智, 

顏毓黛, 李雯倩, 王詩婷, 黃素芳執行

編輯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

職業學校, 11012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1-41-7 (精裝)  

1.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 

528.8833/127  

健身運動心理學 : 理論與實務的整

合  / Curt L. Lox, Kathleen A. Martin 

Ginis, Heather L. Gainforth, Steven J. 

Petruzzello 作 ; 張育愷, 古博文, 季力

康, 廖主民, 聶喬齡, 林靜兒, 盧俊宏, 

許雅雯, 陳俐蓉, 朱奕華, 洪聰敏, 劉

淑燕譯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禾楓書局
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228-6-7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運動心理 2.健身運動  528.9014  

天生不愛動 : 運動商品化和醫療化

為何讓我們焦慮?一部關於身體活動

與缺乏活動的自然史 / 丹尼爾.李伯

曼 (Daniel E. Lieberman)作  ; 甘錫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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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8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1-5-1 (平

裝) NT$520  

1.運動 2.體育 3.歷史 4.人類演化  

528.909  

決戰前 : 大迫傑東奧訓練紀事 大迫

傑原創跑步筆記 / 大迫傑撰寫 ; 涂紋

凰翻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8

面; 21 公分 .-- (身體文化 ; 170)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78-8 (平裝)  

1.大迫傑 2.馬拉松賽跑 3.運動訓練  

528.9468  

風再起時 : 迪比派路作品集 / 迪比派

路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

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68-7 (平裝) 

NT$470  

1.足球 2.文集  528.95107  

MMA 擂台纏鬥基礎 / 陶飛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格鬥術 ; 

9) .-- ISBN 978-986-346-346-7 (平裝) 

NT$400  

1.武術  528.97  

新北市國際武術高峰論壇. 2021 : 承

先啟後,談拳論武 = 2021 New Taipei 

International Martial Arts Forum / 吳美

玲, 吳孟聰, 林志儫, 林仲曦, 徐賢龍, 

蘇清標, 伊賽爾, 何靜寒, 劉康毅, 張

育愷, 張惟翔編著 .-- 臺北市 : 中華武

術研究發展協會 ; 新北市 : 新北市三

重國民運動中心, 11011 .-- 6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930-5-4 (平裝)  

1.武術 2.文集  528.97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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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家拳氣軸論. 續集 / 涂行健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逸文武術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82 面; 26 公分 .-- (武系

列 ; A542) .-- ISBN 978-626-95015-0-2 

(平裝) NT$380  

1.拳術 2.中國  528.972  

論太極拳和養生太極拳內功秘訣  / 

楊吉雄編著 .-- [高雄市] : 上鋐書庫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4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53-1-2 (平裝)  

1.太極拳  528.972  

奧 會 模 式 之 形 成 史 料 彙 編  = 

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the formation 

of the "Olympic protocol" / 葉惠芬, 林

秋敏, 陳世局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國史館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724-67-7 (全套:精裝) NT$1900  

1.奧林匹克運動會 2.歷史檔案 3.臺

灣  528.9822  

穿梭彩織 : 梭織機織作 = Luhing tinun 

snuyu : luhing tinun lnamu kusun / 黃美

香 Yahaw.Pihu 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羅

東鎮 : 宜蘭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出

版 ; [臺北市] : 教育部 ; [新北市] : 原

住民族委員會 ; [宜蘭市] : 宜蘭縣政

府發行, 11011 .-- 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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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95482-2-4 

(平裝) NT$6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原住民族教育 3.

編織工藝  529.47  

原 住 民 創 藝 串 珠  / 張 美 月 Yageh 

Wilang 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

宜蘭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出版 ; [臺

北市] : 教育部 ; [新北市] : 原住民族

委員會 ; [宜蘭市] : 宜蘭縣政府發行, 

11011 .-- 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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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95482-3-1 (平裝) 

NT$6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原住民族教育 3.

裝飾品 4.手工藝  529.47  

泰雅傳統舞蹈教材  = Biru gaga na 

ppiyuy Tayal / Kiku.Sasan 廖珍琴作 .-- 

初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宜蘭縣原住

民文教促進會出版 ; [臺北市] : 教育

部 ; [新北市] : 原住民族委員會 ; [宜

蘭市] : 宜蘭縣政府發行, 11011 .-- 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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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
978-626-95482-1-7 (平裝) NT$6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原住民族教育 3.

民族舞蹈 4.泰雅族  529.47  

原 鞣  : 初 階 皮 革 工 藝  = kidri ki 

labolabolai : malrigili'akicakwakwa 

adaedare'e ina ikidri ki. labolabolai / 

Oselrepe 柯淑英, 郭岳軒作 .-- 宜蘭縣

羅東鎮 : 宜蘭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

出版 ; [臺北市] : 教育部 ; [新北市] : 

原住民族委員會 ; [宜蘭市] : 宜蘭縣

政府發行, 11011 .-- 105 面; 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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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97011-9-8 (平裝) NT$6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原住民族教育 3.

皮革 4.手工藝  529.47  

原織時尚設計 = smungus kbalay yaw 

na cin'ringan cinun / 王白恩作 .-- 初

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宜蘭縣原住民

文教促進會出版 ; [臺北市] : 教育部 ; 

[新北市] : 原住民族委員會 ; [宜蘭

市] : 宜蘭縣政府發行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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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95482-0-0 (平裝) NT$6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原住民族教育 3.

編織工藝  529.47  

特殊教育暨選擇性不語症學生之教

育與適應支持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/ 

李姿瑩主編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大

學特殊教育中心, 11012 .-- 70 面; 30

公分 .-- (特殊教育叢書 ; 143) .-- ISBN 

978-986-0772-61-6 (平裝) NT$220  

1.特殊教育 2.文集  529.507  

社交職人 : 大專校院特教學生職場

社會技巧課程 / 蔡明富, 黃葳庭, 林寶

鈺, 吳秀雯, 顏雪櫻, 劉家伶, 洪瑛涓, 

劉羿佳, 曾惠子, 林佳蓉, 彭志文, 莊

雅芸, 陳雅珍, 林亭妤, 羅允廷, 陳冠

傑, 鄭韓秀鳳, 于兆欣作 ; 蔡明富主
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師範

大學特殊教育中心, 11012 .-- 203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1-2-9 (平

裝) NT$400  

1.特殊教育 2.社交技巧 3.課程規劃

設計 4.高等教育  529.53  

臺北市特殊教育班優良教材教具評

選得獎作品專輯. 109 學年度 / 邱英

浩總編輯 .-- 臺北市信義區市 : 臺北

市政府教育局, 11012 .-- 101 面; 30 公

分 .-- (特殊教育叢書 ; 142) .-- ISBN 

978-986-0772-60-9 (平裝)  

1.特殊教育 2.教材教學  529.54  

視障學生延伸核心課程實施指南  : 

融合教育模式中落實視障教育成效 / 

余月霞, 何世芸編著 .-- 臺北市 : 財團

法人愛盲基金會數位出版處, 11011 .-

- 45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88176-8-5 (平裝) NT$880  

1.融合教育 2.視障教育  529.65  

國考歐趴 : 心理+技巧鍛鍊,陪考教練

教你四個月考上國考! / 小歐編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 

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931-8-8 (平裝) NT$500  

1.國家考試 2.讀書法 3.學習方法  

529.98  

禮俗；民族學 

中華民族之研究  / 徐文珊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80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
庫 ; 209) .-- ISBN 978-986-0799-76-7 

(平裝) NT$1280  

1.中華民族 2.民族研究 3.民族史 4.

民族文化  535.72  

懶惰土著的迷思 : 16 至 20 世紀馬來

人、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

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功能 / 

賽胡先.阿拉塔斯(Syed Hussein Alatas)

作 ; 陳耀宗譯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

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, 11101 .-- 400

面; 21 公分 .-- (批判理論翻譯叢書系

列) .-- ISBN 978-986-5470-19-7 (平裝) 

NT$480  

1.民族性 2.文化研究 3.殖民地 4.文

集 5.亞洲  535.7307  

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六堆文獻史料 / 

楊欽堯, 巫炯寬, 郭淳瑜, 李澍奕編

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灣文

獻館 ;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

家文化發展中心, 11011 .-- 29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72-1 (平裝) 

NT$480  

1.客家 2.史料  536.211  

認識臺灣客家 / 張維安等作 ; 林本炫, 

王俐容, 羅烈師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臺灣客家研究學會, 11012 .-- 30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3439-3-

1 (平裝) NT$380  
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3.文集  

536.211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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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文獻. 第十輯(第 46 期-第 49

期) / 謝世忠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11012 .-- 424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5-52-3 (精

裝) NT$200  

1.臺灣原住民 2.期刊文獻  536.33  

探索臺灣原住民住家研究的出路  : 

兼談博物館展示與部落文化的重建 

= Exploring the directions of Taiwanese 

indigenous housing research : the 

museum display and reconstruction tribal 

culture / 黃蘭翔作 .-- 初版 .-- [屏東縣

瑪家鄉] :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

文化發展中心 ; [新北市] : 定錨點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8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5-51-6 (平裝) 

NT$48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民族建築 3.民族

文化 4.文集  536.3307  

Kulumaha 回家吧！ / 文自秀文 ; 儲嘉

慧圖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國立臺灣史

前文化博物館, 11012 .-- 38 面; 21X30

公分  .-- 中 文 、布 農 族語 對照 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87-2 ( 精 裝 ) 

NT$45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布農族 3.繪本  

536.333  

排灣族 kuljaljau(古樓)部落歷史研究 / 

童春發, 童信智, 童俊傑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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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3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4-64-6 (平裝) NT$400  

1.排灣族 2.部落 3.歷史 4.民族文化 5.

屏東縣來義鄉  536.3361  

尋 找 祖 靈 的 眼 睛  = kipakim tua 

sipacunan niya vuvu / 卓紫嵐主編 .-- 屏

東縣泰武鄉  :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, 

11011 .-- 70 面; 26 公分 .-- 中文、排

灣語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72-51-1 

(平裝)  

1.排灣族 2.傳說 3.民族文化  

536.3361  

食光.時光 : Kasavakan 飲食記憶誌 / 

卓幸君作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財團法

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, 旭

野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9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0645-6-9 (平裝) 

NT$400  

1.飲食風俗 2.卑南族 3.臺灣原住民

族  536.3365  

文化.歷史.傳承 : 一段走過的記憶與

實踐 / 高淑娟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東縣

臺 東 市  : 臺 東 縣 阿 美 族 學 學 會 , 

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阿美族學

資料彙編. 第 2 輯) .-- ISBN 978-626-

95415-0-8 (精裝) NT$400  

1.阿美族 2.民族文化 3.文集  

536.337  

南 靖 吉 拉 箇 賽 之 歌  = Cilakesay 

patileng TuNiyaru’ / 韓腓, 林耶志主

編 .-- 新竹縣 : 嵐幽巴恩嵐凡影像工

作室, 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口

述 歷 史 ) .-- ISBN 978-626-95453-0-8 

(平裝) NT$200  

1.阿美族 2.部落 3.歷史 4.新北市  

536.337  

撒奇萊雅族馬立雲(Maibul)部落歷史

研究 / 林素珍, 拉蓊.進成, 陳耀芳著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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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28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4-60-8 (平裝) NT$350  

1.撒奇萊雅族 2.部落 3.歷史 4.民族

文化 5.花蓮縣瑞穗鄉  536.3379  

Taukat 道卡斯族新港社部落史 / 簡史

朗, 劉秋雲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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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3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

78-3 (平裝) NT$400  

1.道卡斯族 2.部落 3.民族史 4.苗栗

縣後龍鎮  536.3394  

天涯比鄰.盛情南卻. 南島語族篇 / 陸

瑞玉, 歐威麟, 楊騏駿, 吳長諭編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, 11011 .-- 

冊 .-- (總統副總統文物精選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0724-62-2 (全套:精裝) 

NT$650  

1.南島民族 2.民族文化 3.民族工藝

品 4.圖錄  536.39  

猶太人. 二部曲 : 無國、無家、非我

族類,遊蕩世界的子民歸屬何處(西元

1942-1900) / 西蒙.夏瑪(Simon Schama)

著 ; 唐澄暐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776 面; 23 公分 .-- (歷史大講堂) .-- 

ISBN 978-957-08-6130-3 (平裝)  

1.猶太民族 2.民族史  536.87  

猶太人智慧大全集 / 林郁主編 .-- 初

版  .-- [ 新 北 市 ]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 

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1-16-3 (平裝)  

1.猶太民族 2.民族文化 3.成功法  

536.87  

圖解韓國傳統服飾 / 禹那英作 ; 黃筱

涵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

化出版社, 11101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77-739-7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服飾習俗 2.韓國  538.1832  

跟世界說嗨!24 個奇妙有趣的世界節

慶 / 黃福基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角落文化出版 : 臺灣角川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12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8-58-8 (平裝)  

1.節日 2.通俗作品  538.5  

臺東慢食通. VOL.4(特刊), 很會餐桌 

/ 郭麗津總編輯 .-- 臺東市 : 津和堂城

鄉創意顧問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1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843-2-9 (平

裝) NT$280  

1.飲食風俗 2.臺東縣  538.7  

舌尖上的中華鄉土小吃 : 說人、說

吃、說做法,道盡小吃裡的大情意 / 

李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8 面; 23
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954-1 (平裝) NT$650  

1.小吃 2.飲食風俗 3.中國  538.782  

搭檯 : 澳門老字號茶餐廳巡禮計劃 / 

邱朗峰文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104 面; 

15X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50-

9 (精裝) NT$360  

1.飲食風俗 2.餐廳 3.澳門特別行政

區  538.782  

和新井一二三一起讀日文 / 新井一

二三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
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(美麗田 ; 172) .-- ISBN 978-986-179-

710-6 (平裝) NT$250  

1.社會生活 2.文化 3.名詞 4.日本  

538.831  

中國歌謠 / 朱自清撰 .-- 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6-

0655-3 (平裝) NT$380  

1.民謠 2.中國  539.12  

歲時律動 : 智慧四千年的二十四節

氣 / 馬以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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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1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(知識叢

書 ; 1107) .-- ISBN 978-957-13-9707-8 

(平裝) NT$500  

1.歲時習俗 2.歲時節令 3.節氣  

539.59  

說學逗唱,認識十二生肖 : 虎大歪說

生肖軼事,狗小圓吃寓意佳餚 / 王家

珍著 ; 洪福田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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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45 面; 23 公分 .-- 

( 故 事 如 數 家 珍 )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23-3 (平裝)  

1.生肖 2.通俗作品  539.5941  

社會學 

社會學 / 吳來信, 葉至誠編著 .-- 修訂

再版  .-- 新北市  : 國立空中大學 , 

11101 .-- 40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70-1-9 (平裝) NT$440  

1.社會學  540  

不平等的樣貌 : 新加坡繁榮神話背

後,社會底層的悲歌 / 張優遠(Teo You 

Yenn)著 ; 方祖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聯經文

庫) .-- ISBN 978-957-08-6146-4 (平裝)  

1.社會 2.社會問題 3.平等 4.貧窮 5.新

加坡  540.9387  

在其他世界 : 史碧瓦克文化政治論

文選  / 蓋雅翠 .史碧瓦克(Gayatri C. 

Spivak)著 ; 李根芳譯注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(現代名著

譯叢) .-- ISBN 978-957-08-6132-7 (平

裝)  

1.史碧瓦克(Spivak, Gayatri C., 1942- ) 

2.文化研究 3.女性主義 4.後殖民主

義 5.女性文學 6.文集  541.2  

臺灣與俄羅斯 : 歷史與當代的跨文

化接受 / 瓦列格夫, 弗拉索夫, 莉托斯

卡, 捷米多夫, 傅樂吉, 鄢定嘉, 賴盈

銓, 薩承科合著 ; 亞榴申娜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60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0-49-2 (平裝) NT$1500  

1.跨文化研究 2.文集 3.臺灣 4.俄國  

541.207  

五 0 保典 :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發行五

十期紀念專輯 / 王价巨, 王淳熙, 王瀞

苡, 李建緯, 吳盈君, 范揚坤, 陳光祖, 

陳啓仁, 傅朝卿, 曾憲嫻, 黃季平, 黃

秀娟, 臧振華, 榮芳杰, 蔡媖美, 鄭欽

方, 閻亞寧作 ; 黃翠梅主編 .-- 初版 .-

- 臺 中 市  :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, 

11011 .-- 39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73-5 (平裝) NT$300  

1.文化資產保存 2.期刊  541.2705  

文創真實性 : Creativity.authenticity / 

陳坤宏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43-0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文化產業 2.創意  541.29  

國際文創盃. 2021 第七屆 / 吳敏榮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194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62-816-3 ( 平 裝 ) 

NT$1300  

1.文化產業 2.創意  541.29  

中國崛起需要大國心態 : 歷史只說

明過去,不代表今日的成就 / 查繼宏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62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

942-8 (平裝) NT$380  

1.文化 2.經濟 3.社會發展 4.中國  

541.292  

馬淵東一著作集. 第三卷 / 馬淵東一

原著 ; 黃智慧主編 ; 李蕙雰, 馮秋玉, 

黃淑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

究院民族學研究所, 11012 .-- 55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2-53-7 (平

裝) NT$600 .-- ISBN 978-626-7002-54-

4 (精裝) NT$700  

1.文化人類學 2.文集  541.307  

數位監控 : 我們如何拿回均衡的科

技生活 / 羅布.基欽(Rob Kitchin), 阿里

斯泰爾.弗瑞瑟(Alistair Fraser)著 ; 黃

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(Life 系列 ; 53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56-6 (平裝) NT$420  

1.資訊社會 2.網路社會  541.415  

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 : 冷戰時代滯

港及流亡海外的第三勢力滄桑錄  / 

陳正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

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34-7 (平裝) 

NT$420  

1.政治運動 2.社會運動史 3.香港特

別行政區  541.45  

倍增的挑戰 : 解決領導力短缺的挑

戰 / 史蒂夫.穆勒(Steve Murrell), 威廉.

穆勒(William Murrell)作 ; 傅子萱, 林

少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

台灣基督教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, 

11012 .-- 30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518-0-4 (平裝)  

1.領導統御 2.領導者 3.組織文化  

541.776  

FUTURE IS NOW : 展望 NCC 的現在

與未來 / 石世豪, 呂理翔, 洪貞玲, 胡

元輝, 郭文忠, 陳炳宏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, 11012 .-

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7-55-5 (精裝) NT$500  

1.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.大眾傳播 

3.數位傳播 4.傳播制度 5.傳播政策  

541.83  

製造共識(媒體政治經濟學) : 政府、

傳媒與廣告商,如何把偏見灌進「你」

的腦裡,打造「他們」要的共識? / 艾

華.S.赫曼(Edward S. Herman), 諾姆.杭

士基(Noam Chomsky)著 ; 沈聿德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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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

- (地球觀 ; 63) .-- ISBN 978-986-384-

630-7 (平裝)  

1.大眾傳播 2.政治公關  541.83  

在數位傳播與智能化大爆炸中創新

國 際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. 2021 = 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

in Big Bang of Digitization and 

Smartization 2021 proceedings / 黃怡婷

行政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世新大學傳播

博士學位學程, 11012 .-- 136 面; 23 公

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 978-

986-6060-45-8 (平裝) NT$150  

1.數位傳播 2.資訊時代 3.文集  

541.8307  

後疫情時代的平台展演 虛擬親密 經

濟 創 新  = Performativity on the 

platforms, virtual intimacies and 

economic innovations in the post covid-

19 pandemic era / 蕭宏祺主編 .-- 臺北

市 :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, 世新大

學新聞傳播學院, 11011 .-- 23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60-43-4 (平裝)  

1.傳播產業 2.數位媒體 3.傳播科技 

4.文集  541.830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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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時代的群我溝通 : 新樣貌與新

挑戰 = 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

the digital era : new forms and new 

challenges / 游嘉葳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, 

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060-44-1 (平裝)  

1.數位傳播 2.網路社群 3.資訊社會 

4.文集  541.8307  

選擇的自由 / 米爾頓.傅利曼(Milton 

Friedman), 羅絲.傅利曼(Rose Friedman)

著 ; 羅耀宗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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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(經濟

趨勢 ; 26) .-- ISBN 978-626-95077-5-7 

(平裝) NT$500  

1.資本主義 2.福利國家 3.工業政策  

541.96  

臺灣重要社會事件的影響與後果  / 

蔡宏進著 .-- 臺北市 : 唐山出版社出

版 :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1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07-203-4 (平裝) NT$340  

1.臺灣社會 2.社會問題  542.0933  

身為媽媽,我很驕傲 : 點燃生活熱情

的思考整理術 / 嚴有娜著 ; 鄭筱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0 面; 21 公

分 .-- (親子田系列 ; 49) .-- ISBN 978-

986-507-631-3 (平裝) NT$360  

1.母親 2.生活指導  544.141  

喜樂的祖母 = Be a joyful grandma / 蘇

緋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
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, 11011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27-

604-9 (精裝) NT$360  

1.家庭關係  544.144  

父母分開時 : 3 個被理解又能好好過

生 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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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95246-4-8 

(精裝) NT$320  

1.單親家庭 2.單親兒童 3.繪本  

544.168  

單親白皮書. 1 : 單心漫話:帶著幽默

感 克服單親家庭挑戰 / 黃越綏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

兒童文教基金會, 11012 .-- 15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7645-4-4 (平裝)  

1.單親家庭 2.生活指導  544.168  

找到好伴侶 : 改變人生的第 6 個方法 

/ 王鼎琪, 王宣雯, 賀世芳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71-927-5 (平裝) NT$320  

1.擇偶 2.兩性關係 3.生活指導  

544.31  

我想談戀愛! : 科學脫單指南 / 葉壯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出版有限

公司 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issue ; 36) .-- ISBN 978-626-95349-4-4 

(平裝) NT$360  

1.戀愛 2.兩性關係  544.37  

時間,才是最後的答案 / 角子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平裝本叢

書 ; 第 530 種)(角子作品集 ; 7) .-- 

ISBN 978-626-95338-1-7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戀愛 2.生活指導  544.37  

愛情創傷來自童年創傷 : 走出受害

者、拯救者、加害者的陰影與複製 / 

黃惠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(Vision ; 220) .-- ISBN 978-

986-406-271-3 (平裝) NT$320  

1.戀愛 2.女性心理學 3.兩性關係  

544.37  

親愛的,我們還要不要一起走下去? / 

王慶玲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

079-6 (平裝) NT$280  

1.外遇 2.婚姻 3.家庭輔導 4.通俗作

品  544.382  

生根.深耕 為自己的樣子驕傲 / 教育
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

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編 .-- 第一

版 .-- 彰化縣和美鎮 : 教育部國民及

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

教育資源中心, 11011 .-- 12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67-8 (平裝)  

1.性別平等 2.平權教育  544.7  

為什麼不愛了 : 更多自由卻更少承

諾的愛情,社會學家的消極關係報告 

/ 伊娃.易洛斯(Eva Illouz)著 ; 翁德明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聯經文庫)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44-0 (平裝)  

1.兩性關係 2.人際關係  544.7  

問世間性為何物 : 性諮商大師的性

學小語 / 林蕙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金魚文化出版 :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

- (生活經典系列 ; 3) .-- ISBN 978-986-

06332-2-1 (平裝) NT$320  

1.性教育 2.兩性關係 3.諮商  544.72  

我在新宿歌舞伎町的 23 年 : 日本第

一男公關的夜生活告白 / 手塚真輝

著 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

意市集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
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9-59-3 (平裝) NT$370  

1.特種營業 2.日本東京都  544.767  

老後讓自己過上好日子 / 黃佩如著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66-0 (平裝) NT$280  

1.老年 2.退休 3.生活指導  544.8  

當我們一起活到 100 歲 : 人生百年時

代 ,日本教我們的那些事  / 福澤喬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平

安叢書 ; 第 701 種)(我思 ; 5) .-- ISBN 

978-986-5596-50-7 (平裝) NT$280  

1.老人學 2.高齡化社會 3.生活指導  

544.8  

Stop!老後破產! / 大江英樹, 井戶美枝

作 ; 林芬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
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, 11101 .-- 250

面; 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399-226-4 (平裝)  

1.退休 2.理財 3.生活指導  544.83  

安心養老 : 心智障礙者老化服務手

冊 /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3 公

分 .-- (障礙教育系列 ; 63170) .-- ISBN 

978-986-0744-49-1 (平裝) NT$300  

1.老人福利 2.老人養護 3.心智障礙  

544.8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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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區一直在 : 地方生活感的來處 / 董

淨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裏路文

化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44 面; 23

公分 .-- (地味手帖 ; 9) .-- ISBN 978-

626-95181-2-8 (平裝) NT$380  

1.社區總體營造 2.臺灣  545.0933  

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 : 社會生態的

與歷史的探討 / 章英華著 .-- 二版 .-- 

高雄市 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7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32-644-7 (平裝) NT$315  

1.都市社會學  545.1  

雙城双水 : 從水域文化到永續生態

家 園  = 2021 USR CYCU X UCSI 

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water 

culture and sustainable home / 謝統勝, 

張集強, 彭文惠, 林進輝, 張佩雅, 劉

淑晶 , 丘麗敏 , 工作坊學生文字撰

稿 .-- 桃園市 :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

USR 計畫辦公室, 11011 .-- 140 面; 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96-76-1 (平裝) 

NT$300  

1.都市水文學 2.環境生態學 3.永續

發展  545.1  

臺 中 美 樂 地 指 引 手 冊  = TaiChung 

melody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建設

局, 11011 .-- 5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58-5 (平裝)  

1.都市計畫 2.環境規劃 3.公園 4.臺

中市  545.14  

戀戀眷情 : 憶水交社今昔 / 朱戎梅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黎明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6-0981-2 (平裝) 

NT$260  

1.眷村 2.文化保存 3.臺南市  

545.4933  

南投縣農村再生成果輯. 109 年度 / 

陳瑞慶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南

投縣政府, 11012 .-- 159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22-87-5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農村 2.再生 3.南投縣  545.5  

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(一八三三-

一八九八) / 潘光哲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, 

11012 .-- 590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央研究

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; 99) .-- ISBN 

978-626-7002-56-8 (精裝)  

1.知識分子 2.閱讀 3.晚清史  

546.1135  

本土的新頁 : 台灣智庫二十年史 / 石

牧民, 王聖芬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11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64-5 (平

裝) NT$320  

1.財團法人臺灣智庫 2.歷史  546.62  

社工師 6 合 1 題型解密專業加強版 / 

陳思緯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1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-34-7 (平

裝) NT$620  

1.社會工作 2.社工人員  547  

社會工作管理 / 陳思緯編著 .-- 六

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6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25-33-0 (平裝) NT$690  

1.社會工作 2.組織管理  547  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

福利補助作業手冊. 111 年度 / 衛生

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著  .-- 第 1

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

庭署, 11012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9-75-7 (平裝)  

1.社會福利 2.社會行政 3.手冊  

547.13  

轉念 : 慈濟志工的生命故事 / 鄭善意

等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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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96-78-0 (平裝) NT$350  

1.志工 2.通俗作品  547.16  

中華民國社會及家庭署年報. 109 年 

= 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 

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2020 / 張友

馨, 林俊延, 蔡維濬, 蔣麗音, 鄭安廷, 

石惠銀, 李宜蓁, 蕭心屏, 沈君容, 李

祖敏, 蘇怡安, 林均宴, 王旻諭, 盧文

苹, 王喬涵, 劉姿麟, 林景聖, 廖雅筑, 

李婉銣, 林美君, 張宇伶, 劉淑貞, 陳

盈夙, 徐蕙菁, 巴楷齊, 陳瑩真, 劉艾

如, 莊乃潔, 許亦彤, 曾湘妘, 張郁婕,

林家淯, 洪麗晴, 吳盈臻, 陳昭帆, 蔡

閩娟, 曾傳雄, 葉晉辰, 徐慧宜, 李品

辰, 陳俊吉, 葉玉芳, 張倪萍編撰 .-- 臺

北市  :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, 

11012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9-59-7 (精裝)  

1.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.社會

行政  547.633  

博幼的故事 : 用教育讓孩子成為自

己的太陽 / 博幼基金會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93-4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2.

社會福利  547.933  

愛蔓延社會企業之社會影響力報告. 

2020 年 /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

人全人關顧協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浸宣出版社, 11011 .-- 128 面; 2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67-4-0 (平裝)  

1.愛蔓延社會企業 2.社會企業  

547.933  

歡迎光臨 161 號 : 從萬華開始,那些

夢想城鄉的故事 / 徐敏雄, 謝宜潔, 陳

亮君, 古明韻, 陳秋欣合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社會

紀實 ; 2) .-- ISBN 978-986-99872-6-4 

(平裝) NT$370  

1.社團法人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 

2.社會福利  547.933  

數位網路兒少性剝削工作手冊 / 林

曉文, 陳時英, 陳怡瑾, 薛芳芹, 吳羽

萱, 林意妙作 ; 廖美蓮, 陳逸玲主編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展翅協會, 

11012 .-- 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028-2-1 (平裝)  

1.兒童保護 2.網路安全 3.個案研究  

548.13  

消費者保護法判決函釋彙編. 第廿一

輯 /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編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, 11011 .-- 40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54-

8 (精裝) NT$280  

1.消費者保護法規 2.判例彙編  

548.39023  

犯罪心理學 / 馬傳鎮, 曾春僑, 劉邦乾
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38-5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犯罪心理學  548.52  

說不出的傷痛 : 政府對防範兒少性

侵案件執行成效之探討 / 紀惠容, 王

美玉, 葉大華, 張菊芳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監察院, 11011 .-- 241 面;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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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80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性侵害 2.性侵害防制 3.兒童保護  

548.544  

市場、正義與反全球主義 : 論左翼

社群主義思想 / 梁文韜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學院叢書系列 ; 

8) .-- ISBN 978-986-06294-5-3 (平裝)  

1.社會主義 2.社會正義 3.政治思想  

549.2  

毛主義 / 藍詩玲(Julia Lovell)著 ; 洪慧

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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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60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51-7 (平

裝) NT$680  

1.毛澤東 2.學術思想 3.共產主義  

549.4211  

經濟 

很庶民的經濟學 : 月底又要吃土?六

堂課教會你日常經濟學,低薪不是存

不了錢的藉口! / 梁夢萍, 馬銀春著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

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44-2 (平

裝) NT$379  

1.經濟學 2.通俗作品  550  

經濟學 / 陳正亮, 謝振環著 .-- 6 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5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22-81-0 (平裝)  

1.經濟學  550  

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 : 流傳全球的

經濟學經典 / 弗雷德里克.巴斯夏作 ; 

劉霈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

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 

23 公分 .-- (富能量 ; 7) .-- ISBN 978-

986-392-400-5 (平裝) NT$300  

1.政治經濟學  550.1657  

新政治經濟學 : 理論與政策的解析 / 

林佳龍, 洪振義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550 面; 26 公分 .-

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91-1 

(平裝) NT$1600  

1.政治經濟學  550.1657  

繁榮的背後 : 財富如何形塑世界,跨

越千年的富饒之旅 / 威廉.伯恩斯坦

(William J. Bernstein)著 ; 潘勛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

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101 .-- 

46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

478-0 (平裝) NT$680  

1.財富 2.經濟史  551.2  

貿易戰是階級戰 : 日益惡化的不平

等對全球經濟的扭曲與對國際和平

的 威 脅  / 馬修 .克蘭恩 (Matthew C. 

Klein), 麥可.佩提斯(Michael Pettis)作 ; 

陳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麥田叢書 ; 109) .-- ISBN 

978-626-310-143-2 (平裝) NT$380  

1.國際經濟關係 2.國際貿易 3.國際

競爭 4.社會階層  552.1  

區域政權 : 亞太地區的繁榮與掠奪 / 

王瓊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71-2 (平

裝) NT$400  

1.區域經濟 2.區域研究 3.政治經濟

分析 4.亞太地區  552.16  

廈門市社科聯年會"廈門經濟特區建

設四十周年產業發展與城市建設的

經驗與啟示"研討會. 2021 / 廈門市社

會科學界聯合會, 廈門市社會科學院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78-305-3 (平裝)  

1.經濟特區 2.經濟發展 3.文集 4.福

建省廈門市  552.23  

台 灣 大 型 集 團 企 業 研 究 . 2021 = 

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 / 中華徵信

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作 .-- 臺北市 : 

中 華 徵 信 所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123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05-1-6 (精裝) NT$9500  

1.企業聯營 2.集團企業 3.臺灣  

552.33  

從「實業計畫」到「一帶一路」  / 

周陽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周陽

山, 11012 .-- 28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05-7 (平裝)  

1.區域經濟 2.經濟建設 3.中國大陸

研究  553.16  

智慧財產權法 : 案例式 / 林洲富著 .-

- 12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04-7 (平裝) 

NT$380  

1.智慧財產權 2.法規  553.4  

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

論文集. 第 27 屆 /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公平交易委員

會, 11012 .-- 7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61-6 (平裝) NT$350  

1.公平交易法 2.競爭 3.文集  

553.43307  

中堅實力. 4 : 外部結盟、內部革新到

數位轉型,台灣中小企業突圍勝出的

新契機 /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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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新商業週刊叢書 ; BW0790) .-- 

ISBN 978-626-318-097-0 (平裝)  

1.中小企業 2.產業發展 3.臺灣  

553.712  

共有土地分割與繼承實務 / 賴坤亮

(閒人)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

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1-49-2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土地法規 2.繼承  554.133  

NG 土地開發即刻救援 : 土地買賣真

實案例分享 / 王啓圳, 陳尚宏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11101 .-- 

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

250-8 (平裝) NT$300  

1.土地開發 2.個案研究  554.56  

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 = 

Low impact development / 內政部營建

署作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內政部營

建署, 11011 .-- 29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27-6 (平裝)  

1.水資源管理 2.環境規劃  554.61  

省水標章新增項目規格標準評估 . 

110 年 /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

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

216-7 (平裝)  

1.水資源管理 2.能源節約  554.61  

省水標章管理稽查計畫. 110 年 / 財

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22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15-0 (平

裝)  

1.水資源管理 2.能源節約  554.61  

十年一劍 : 我國職安衛發展 2011-

2020 十年紀實 /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

生署編輯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職業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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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衛生署, 11011 .-- 121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6-91-6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 555.56  

*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摘

要 論 文 集 . 2021 = International 

Conference on Safety & Security 

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

Technology ICSSMET2021 (final 

program and abstracts) / 汪楷茗, 何漢

彰, 紀人豪, 楊志遠編輯 .-- 初版 .-- 嘉

義縣民雄鄉 :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

鳳科技大學, 11011 .-- 150 面; 29 公

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 978-

986-5931-40-7 (平裝) NT$300  

1.工業安全 2.工業管理 3.工業技術 

4.文集  555.5607  

*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

文集. 2021 =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

on Safety &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

Engineering Technology(ICSSMET2021) 

/ 汪楷茗, 何漢彰, 紀人豪, 楊志遠編

輯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民雄鄉 : 吳鳳學

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, 11011 .-- 

冊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 978-

986-5931-41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800 .-

- ISBN 978-986-5931-42-1 (第 2 冊:平

裝) NT$800  

1.工業安全 2.工業管理 3.工業技術 

4.文集  555.5607  

週休三日工時革命 / 安德魯.巴恩斯

(Andrew Barnes), 史 黛 芙 妮 . 瓊 斯

(Stephanie Jones)著 ; 姚怡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翻轉學系列 ; 78)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33-7 (平裝) NT$350  

1.勞動制度 2.工時  556.1  

領取失業給付勞工之就業關懷調查

報告. 110 年 / 勞動部編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勞動部, 11011 .-- 38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90-

9 (平裝) NT$250  

1.失業 2.勞工就業 3.調查統計  

556.4028  

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. 110 年 / 

勞動部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勞

動部, 11012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6-93-0 (平裝) NT$250  

1.勞動力統計 2.移工 3.調查統計  

556.5028  

個別勞動法之體系理解與實務運用 / 

陳逢源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61-3 (平

裝) NT$550  

1.勞動法規 2.勞動基準法 3.論述分

析  556.84  

勞資實務問題 Q&A / 林定樺, 李傑克, 

洪紹璿, 洪介仁, 翁政樺, 洪瑋菱, 張

權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

11101 .-- 440 面; 21 公分 .-- (法律相談

室 ; 1) .-- ISBN 978-986-451-249-2 (平

裝) NT$420  

1.勞動法規 2.勞資關係 3.問題集  

556.84022  

南臺區域整體運輸規劃系列研究 . 

(2/2) : 供需預測及發展策略分析 / 李

宗益, 孫以濬, 鄭正元, 李德全, 李思

葦, 張碧琴, 王培龍, 紀秉宏, 黃于真, 

龐舜尹, 陳尉雯, 廖亭瑋, 黃聖安, 謝

有聞, 呂悅慈, 吳家禎, 張舜淵, 楊幼

文, 呂怡青, 楊國楨, 洪瑋鍾, 陳威勳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

究所, 11011 .-- 6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1-349-4 (平裝) NT$750  

1.運輸系統 2.運輸規劃  557  

商港整體發展規劃. 111-115 年 / 張正

武, 陳志仁, 江啟漢, 林宛萱, 陳佑昇, 

許晟松, 施語梵, 許書耕, 賴威伸, 邱

雅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

輸研究所, 11011 .-- 45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1-350-0 ( 平 裝 ) 

NT$700  

1.港埠管理 2.航運管理 3.臺灣  557  

臺灣鐵道容量手冊. 輕軌運輸系統篇

(A、B 型路權) / 黃笙玹, 鍾志成, 賴

勇成, 林誌銘, 吳明軒, 胡仲瑋, 陳桂

豪, 徐任宏, 楊進成, 張舜淵, 劉昭榮, 

楊國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

運輸研究所, 11011 .-- 23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47-0 (平裝) 

NT$260  

1.鐵路管理 2.運輸系統 3.容量分析 

4.臺灣  557  

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聯外交通改善

策略之研究 / 鄭樂堯, 楊金華, 蔡瑞鉉, 

申瑋琦, 連奕書, 陳惟勝, 張舜淵, 楊

幼文, 王劭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011 .-- 5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48-7 (平

裝) NT$850  

1.交通管理 2.運輸規劃  557.15  

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論文集. 

110 年  = Proceedings of the Traffic 

Safety and Law Enforcement Conference 

in 2021 / 110 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

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

園 市  :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交 通 學 系 , 

11011 .-- 2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18-0-5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1.交通安全 2.交通事故 3.文集  

557.1607  

*(鐵路特考)鐵路法(含概要、大意) / 

白崑成編著 .-- 第十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17-5 (平裝)  

1.鐵路法規  557.222  

回到 1990 的平行線 : 國立陽明交通

大學鐵道研究會檔案紀實 / 張貽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交

通大學鐵道研究會, 11011 .-- 9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819-1-6 (平裝)  

1.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鐵道研究會 2.

鐵路史 3.臺灣  557.26339  

圖解港埠經營管理 / 張雅富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35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449-8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港埠管理  557.52  

郵學演講集. 二 0 二一年度 .-- 新北

市  : 美 國 中 華 集 郵 會 臺 灣 分 會 , 

11012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第 30 冊

(2021 年度) .-- ISBN 978-986-91298-7-

9 (精裝)  

1.集郵 2.文集  557.64507  

中 國 郵 刊 . 98 = Chinese Taipei 

philatelic magazine vol.98/2021 / 何輝

慶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國集郵協會, 

11011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4290-5-4 (平裝) NT$600  

1.集郵 2.期刊  557.64905  

「交通跨域創新發展環境」委託研

究報告. 110 年度 / 陳志仁, 張正武, 林

宜蓁, 李春怡, 陳奕均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交通部, 11012 .-- 35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53-1 (平裝) 

NT$1200  

1.電信管理 2.電信政策  557.7  

蕃薯之聲廣播電台之恆春兮思想攲 / 

鄭志文製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聯欣

發創客科技行銷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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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7923-

2-6 (平裝)  

1.廣播電臺 2.臺語  557.76  

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學術與實務研

討 會 論 文 集 . 2021 年 第 二 屆  = 

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

academic and empirical conference of 

commerce & art literature in Taiwan / 台

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編著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

文研究學會, 11012 .-- 180 面; 29 公

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 978-

986-99795-1-1 (平裝) NT$350  

1.國際貿易 2.人文學 3.文集  558.07  

茶金帝國與海上絲路 : 廣東十三行

的變革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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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3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63-4-6 (平裝) 

NT$420  

1.國際貿易史 2.明代 3.清代  

558.092  

科技.人文.數位貿易 : 2021 數位貿易

政策論壇  = Technology,humanity,and 

digital trade : 2021 Digital Trade Policy 

Forum / 王震宇, 洪德欽, 汪志堅, 吳盈

德, 林宜賢, 林映均, 王牧寰, 楊儷綺, 

郭戎晉, 王煜翔, 鄭嘉逸, 張馨予, 楊

宗翰, 翁藝庭, 蔡璧竹, 羅智成, 楊增

暐, 吳俊穎, 羅至善, 夏學理, 李正上, 

須文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5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18-4 (平

裝) NT$480  

1.國際貿易 2.電子商務 3.貿易政策 

4.文集  558.107  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 

國 際 財 務 管 理 概 論  = Essentials of 

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/ 黃

志典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35-2-9 (平

裝)  

1.國際金融 2.外匯管理 3.財務管理 

4.國際企業  561  

信託登記與稅務規劃 DIY / 陳坤涵

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社, 

11101 .-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1-252-2 (平裝) NT$480  

1.信託法規 2.稅務  561.2  

數位轉型力 : 臺灣金融業數位轉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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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: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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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626-318-081-9 (平

裝) NT$330  

1.金融業 2.數位科技 3.產業發展 4.

個案研究 5.臺灣  561.7  

價格烽火效應 : 從金融風暴到後疫

情時代,引爆世界下一波混亂的訊號 

/ 魯伯特.羅素(Rupert Russell)作 ; 聞翊

均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方言文化
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60-8 (平

裝) NT$480  

1.國際金融市場 2.商品價格  561.83  

比小說更好看的理財故事書 / 喬治.

克拉森作 ; 斯凱恩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成功講

座 ; 377) .-- ISBN 978-986-392-398-5 

(平裝) NT$280  

1.理財 2.成功法  563  

用簡單的心,在複雜的市場致富 : 股

票、基金、保險、房產的八字管理

之道 / 王志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24-

1 (平裝)  

1.理財 2.投資  563  

全方位理財的第一堂課 / 闕又上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101 .-- 288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98-8 (平

裝) NT$420  

1.理財 2.投資  563  

先付出 ,才能領取獎勵  : 給孩童的

「財商」課,致富能力要從小養成 / 

黃依潔, 史可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8
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516-943-5 (平裝) NT$377  

1.個人理財 2.兒童教育  563  

每天 1 改變,做到致富的分子習慣 : 

不甘願當社畜領死薪水,你也可以用

細節讓自己成功! / 王淑華(小黛)著 .-

- 新 北 市  : 大 樂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Money) .-

- ISBN 978-986-5564-69-8 ( 平 裝 ) 

NT$260  

1.理財 2.財富 3.成功法  563  

想要脫窮,先買張股票吧! : 三度谷底

翻身的上班族給厭世代兒子的低薪

致富投資法 / 獨言(DokGen)作 ; 林詠

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版社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

- (Happy fortune ; 19) .-- ISBN 978-986-

136-610-4 (平裝) NT$320  

1.理財 2.股票投資 3.投資技術  563  

懶系投資實戰攻略 : 打造多元現金

流,悠閒換取報酬極大化 / 風中追風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01-3 (平

裝) NT$420  

1.理財 2.投資  563  

讓收入增長 10 倍的致富行為 : 不必

多 10 倍努力,65 個觀點讓你改變行動

思維,自動加深口袋深度。 / 田端信

太郎著 ; 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(Biz ; 383)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55-0 (平裝) NT$360  

1.理財 2.財富 3.成功法  563  

免盯盤的釣魚投資法 : 零基礎學會

MT5 外匯賺錢策略 / 丁允任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聚財資訊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72-3-6 (精裝) NT$2000  

1.外匯交易 2.外匯投資 3.投資技術  

563.23  

外匯操作實務 / 陳香如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- 大學

用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47-8 (平裝) 

NT$520  

1.外匯 2.外匯市場 3.外匯操作  

563.25  

理財規劃與投資 / 羅慧民, 楊宗明編

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98-2 (平

裝) NT$450  

1.理財 2.投資  563.5  

跟華倫.巴菲特學投資 : 投資大師教

你的七大投資秘訣 / 瑪麗.巴菲特, 尚

恩.尚赫作 ; 牛世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Progress ; 



59 

 

16) .-- ISBN 978-957-741-482-3 (平裝) 

NT$320  

1.巴菲特(Buffett, Warren) 2.投資 3.投

資技術 4.投資分析  563.5  

Hello!要搞懂投資理財前先來瞭解這

100 則金融常識吧! / 李顯儀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4-963-0 (平裝) NT$350  

1.投資 2.理財 3.問題集  563.5022  

後疫情時代臺商在中國大陸經商常

見問題及因應實務問答集 / 臺北企

業經理協進會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陸委員會, 11012 .-- 225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56-2 (平裝) 

NT$250  

1.國外投資 2.企業經營 3.問題集 4.

中國大陸研究  563.528  

新 南 向  : 創 新 局 . 締 雙 贏  = New 

southbound : policy for new growth / 經

濟部工業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經濟部工業局, 11011 .-- 100 面; 2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06-8 (平裝)  

1.國外投資 2.企業經營 3.企業策略  

563.528  

日本最強技術分析 : 1 張圖看懂價量

分析、1 分鐘看出漲跌訊號 / 福島理

著 ; 蘇聖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

富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178-4 (平裝) 

NT$299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全職存股,不上班 10 萬變 1 億 / 股千

(kabu1000)著 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

列 ; 77) .-- ISBN 978-986-507-632-0 (平

裝) NT$35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我用 3 萬月薪,只買雪球小型股,狠賺

3000 萬! : 選股達人專挑「1 年漲 3

倍」的小型股,3 萬本金打造 100%獲

利的千萬退休金 / 遠藤洋著 ; 賴惠鈴

譯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07-4-8 (平裝)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我在華爾街學到的致勝投資術 / 高

橋丹著 ; 陳佩玉, 李浩然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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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8-103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忍耐的利潤 / 喇叭王(王寧勤)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5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45-5 (平裝) NT$14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投機者的撲克 : 操盤 18 年手記 / 扁

蟲魚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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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9-04-1 (平裝) NT$380  

1.股票投資  563.53  

美股警官的實戰選股攻略 / 施雅棠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富文

化 , 城邦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, 

11101 .-- 35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74-8-4 (平裝) NT$350  

1.股票投資 2.證券市場 3.美國  

563.53  

從本能交易到紀律交易 : 巴菲特、

葛拉漢、李佛摩,16 位當代投資大師

敗中求勝的祕密  / 麥克 .貝特尼克

(Michael Batnick)著 ; 傅桂卿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93-

3 (平裝) NT$450  

1.證券投資 2.投資分析  563.53  

超素人的美股入門書 / 上本敏雅作 ; 

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50-5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股票投資 2.證券市場 3.美國  

563.53  

單親雙寶媽買美股,每月加薪 3 萬 / 

Donna 著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51-2 (平裝) NT$38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 563.53  

樂活大叔只買 4 支股實戰筆記 / 施昇

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101 .-- 

28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

99-5 (平裝) NT$380  
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  

563.53  

戰神飆股賺  江湖九把刀  / 梁碧霞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金融家顧問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32 面; 19 公分 .-- 

(戰神系列 ; 第 1 部) .-- ISBN 978-986-

98886-2-2 (平裝) NT$1800  

1.股票投資 2.證券分析 3.投資技術  

563.53  

我買台指期,管它熊市牛市,年賺 30% : 

一種規則,兩種行情,不到 3 萬本金,超

簡單 123 法則,100 萬輕鬆變成 200 萬 

/ 陳姵伊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
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63-5 (平裝) 

NT$460  

1.期貨交易 2.期貨操作 3.投資技術  

563.534  

期貨與選擇權 / 邱臙珍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

用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50-8 (平裝) 

NT$550  

1.期貨 2.選擇權  563.534  

理賠,誰賠你?別怕,我陪你! : 合法理

賠代辦陪你爭益不再有爭議 / 陳金

鍊著 ; 陳哲宏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智庫雲端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4-3-9 (平

裝) NT$340  

1.保險理賠  563.724  

政府採購法令彙編 / 行政院公共工

程委員會編著 .-- 第 34 版 .-- 臺北市 :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, 11101 .-- 508

面; 21 公分 .-- (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法規叢書 ; 21-33) .-- ISBN 978-986-

5467-58-6 (平裝) NT$100  

1.政府採購 2.公共財務法規  

564.72023  

審計部永續發展自願檢視報告. 110

年  = Voluntary Departmental Review 

2021 / 審計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審計部, 11012 .-- 57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4-71-4 (平裝)  

1.審計 2.永續發展  564.9933  

*實用租稅大全 / 林裕哲編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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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1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2-6-8 (平裝) NT$280  

1.租稅  567  

所得稅法令彙編. 110 年版 / 財政部

法制處編纂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政

部, 11012 .-- 1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45-21-8 (精裝) NT$550  

1.所得稅法規  567.21023  

營業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法令

彙編. 110 年版 / 財政部法制處編纂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政部, 11012 .-- 

79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5-

20-1 (精裝) NT$480  

1.營業稅 2.證券法規 3.期貨法規  

567.5023  

政治 

論現代僭政制 / 謝宏聲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

限公司出版 :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

行, 1101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古今

之辯系列叢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-

6131-67-7 (平裝)  

1.政治科學 2.政治制度 3.政治思想

史  570  

戰爭的框架 : 生命何時可弔唁? / 朱

迪斯.巴特勒(Judith Butler)作 ; 申昀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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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0 面; 

21 公分 .-- (麥田人文 ; 175) .-- ISBN 

978-626-310-144-9 (平裝) NT$300  

1.政治思想 2.戰爭理論 3.暴力  

570.11  

中國政治思想史  / 蕭公權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- (蕭公權先生

全集 ; 4) .-- ISBN 978-957-08-6131-0 

(全套:精裝) NT$1500  

1.政治思想史 2.中國  570.92  

新時代的大國競爭 / 林奇(Thomas F. 

Lynch III)編 ; 周敦彥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, 11011 .-

- 315 面; 21 公分 .-- (軍官團教育參考

叢書 ; 669) .-- ISBN 978-626-7080-04-7 

(精裝) NT$300  

1.地緣政治 2.地緣戰略 3.國際競爭 

4.國際安全  571.15  

與 100%的距離 : 臺灣言論自由之進

程 / 沈伯洋, 邱萬興, 胡元輝, 楊嘉慧, 

謝登元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

人權委員會, 11011 .-- 160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69-1 (平裝) 

NT$480  

1.言論自由 2.歷史 3.臺灣  571.944  

[高普考]公共管理(含概要)精讀筆記

書 / 陳俊文編著 .-- 第十九版 .-- 新北

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6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81-6 (平裝)  

1.公共行政 2.行政管理  572.9  

[高普考]公共管理(含概要)頻出題庫 

/ 楊銘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82-3 (平裝)  

1.公共行政 2.行政管理  572.9  

博物館/美術館的未來性 : 行政法人

制度研究 / 林曼麗, 張瑜倩, 陳彥伶, 

邱君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

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9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12-4 (平

裝) NT$480  

1.行政組織 2.組織再造 3.博物館 4.

美術館  572.94  

武統台灣 最後結局 / 無名著 .-- 初

版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武安工作室, 

11101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43-0-1 (平裝) NT$360  

1.兩岸關係 2.中共對臺政策 3.臺灣

政治  573.09  

臺閩社會與文化的融合 / 邵宗海, 劉

阿榮, 彭立忠, 馮國豪, 莊明哲, 李孔

智, 賴榮偉, 趙任民, 吳靜君, 陳榮霞, 

朱天奇, 何雅芬作 ; 涵靜孫學和平論

壇主編 .-- 新北市 : 涵靜孫學和平論

壇, 11011 .-- 54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90-0-9 (平裝) NT$390  

1.兩岸關係 2.社會互動 3.文化交流 

4.文集  573.09  

入出國及移民法令彙編 / 內政部移

民署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內政部移

民署, 11011 .-- 1593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6-32-0 ( 精 裝 ) 

NT$450  

1.入出境管理 2.法規 3.移民法  

573.29023  

(高普考)現行考銓制度(含人事行政

學) / 林志忠編著 .-- 第三十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69-4 (平裝)  

1.考銓制度  573.4  

中華民國立法院大事記. 109 年 / 立

法院大事記編輯委員會編輯 .-- 第 1

版 .-- 臺北市 : 立法院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0724-70-7 (全套:精裝) 

NT$1500  

1.立法院 2.年表  573.66  

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. 2021 / 李冠

成, 洪銘德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430-6 (平裝) NT$400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2.政治經濟 3.軍事

戰略  574.1  

論文化自信 / 沈壯海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龍視界, 11012 .-- 2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0-4-4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社會主義 2.中國文化 3.中國  

574.1  

中國大外宣與資訊滲透 / 許文堂主
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稻鄉出版社, 

1101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683-6-0 (平裝)  

1.中國大陸研究 2.政治傳播 3.文集  

574.107  

*(高普考)地方政府與政治(含地方自

治概要) / 朱華聆編著 .-- 第十七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6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751-9 (平裝)  

1.地方政府 2.地方政治  575  

朱雀點亮屏東偏鄉教育 : USR 實踐

之旅 / 陳新豐, 楊智穎主編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(學術論文

集叢書 ; 15000020) .-- ISBN 978-986-

478-551-3 (平裝) NT$400  

1.偏遠地區教育 2.教學設計 3.教學

研究 4.文集  575.13  

製造「地方政府」 : 戰國至漢初郡

制新考 / 游逸飛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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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96 面; 21 公

分  .-- (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文 史 叢 刊  ; 

156) .-- ISBN 978-986-350-524-2 (平裝) 

NT$560  

1.郡縣制 2.地方政治 3.戰國史 4.秦

漢史  575.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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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警察人員歷屆試題專輯 / 鄭家

強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鄭家強, 

11012 .-- 6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68-2 (平裝) NT$800  

1.警政 2.警政法規  575.8  

警察法規論 / 蔡震榮, 陳斐鈴, 黃清德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57-3 (第 2 冊:

平裝) NT$350  

1.警政法規  575.81  

警察實務法典 / 徐強, 陳立作 .-- 高雄

市 : 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03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13-5-9 (精裝) NT$850  

1.警政法規  575.81  

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

文集. 2021 年 /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

察學系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中央

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, 11011 .-- 13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80-8-

6 (平裝)  

1.外事警察 2.警政 3.論述分析 4.文

集  575.8307  

(消防設備師士)火災學(含概要) / 夏

鵬翔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87-8 (平裝)  

1.火災 2.消防  575.87  

火災學 申論題題解 / 游象傳編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紅指南工作室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355-1-

4 (上冊:平裝) NT$1000 .-- ISBN 978-

626-95355-2-1 (下冊:平裝) NT$1050 .-

- ISBN 978-626-95355-3-8 (全套:平裝)  

1.火災 2.消防  575.87  

災 害 防 救 白 皮 書 . 民 國 110 年  = 

Disaster management white paper / 行政

院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, 

11012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7-62-3 (平裝) NT$500  

1.災難救助 2.災害應變計畫 3.白皮

書  575.87  

新北市女力防災手冊. 居家安全篇 / 

陳國忠總編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

北市政府消防局, 11012 .-- 11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71-0 (平裝)  

1.防災教育 2.自然災害 3.災難救助 

4.災害應變計畫  575.87  

新北專責義消 / 陳國忠總編輯 .-- 新

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, 11012 .-- 

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

76-5 (平裝)  

1.消防 2.新北市  575.873  

(消防設備師士)警報與避難系統消

防安全設備(含概要) / 傅維廷編著 .-- 

第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4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49-6 (平裝)  

1.消防設施 2.消防安全  575.875  

[消防設備師士]水與化學系統消防

安全設備(含概要) / 傅維廷編著 .-- 第

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68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75-5 (平裝)  

1.消防設施 2.消防安全  575.875  

公民素養與警察通識教育國際學術

研討會論文集 / 汪子錫, 呂豐足編

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中央警察大學

通識教育中心, 11011 .-- 150 面; 29 公

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 978-

986-98280-9-3 (平裝) NT$300  

1.通識教育 2.警察教育 3.文集  

575.8807  

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復仇 / 遠藤譽著 .-

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匠心文化創意行

銷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5-2-8 (平裝) 

NT$300  

1.中國共產黨 2.歷史  576.25  

台灣已邁向政黨選舉的新紀元 : 一

九八六黨外選舉後援會的綜合報告 / 

一九八六黨外選舉後援會編著 .-- 宜

蘭市  : 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, 

11011 .-- 9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8786-4-4 (精裝) NT$300  

1.民主進步黨 2.臺灣政治  576.334  

從臺灣與朝鮮反思日本的殖民統治 / 

Michael KIM, 尹海東, 朴贊勝, 洪良姬, 

許佩賢, 曾文亮, 鄭惠瓊, 鍾淑敏, 蘇

淑賢作 ; 陳姃湲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

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 11012 .-- 28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2-51-

3 (精裝) NT$500  

1.殖民地 2.臺灣史 3.韓國史 4.日據

時期  577.19  

僑務委員會年鑑 . 109 年度 = 2020 

yearbook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

Council, Republic of China (Taiwan)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

會, 11012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63-0 (平裝) NT$500  

1.僑務 2.行政 3.年鑑  577.21058  

敞墳之地 : 移民路上的生與死 / 傑森.

德里昂(Jason De Leon)著 ; 賴盈滿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(左岸人類

學 ; 328) .-- ISBN 978-626-95354-3-9 

(平裝) NT$600  

1.移民 2.國土安全 3.邊界問題 4.墨

西哥 5.美國亞利桑那州  577.6  

移民法規 / 楊翹楚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0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52-

1 (平裝) NT$680  

1.移民法  577.62  

約定之地 / 馬場克樹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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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

(View ; 1016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50-4 (平裝) NT$420  

1.新住民 2.人物志 3.傳記 4.日本  

577.67  

紛擾之年 : 全球化如何導致衝突 / 馬

克.里歐納德(Mark Leonard)作 ; 王真

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

驗室, 行人股份有限公司 , 11101 .-- 

256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186-1-6 (平裝) NT$380  

1.國際關係 2.國際政治 3.文化衝突  

578  

新冠肺炎疫情對自由、民主及人權

之影響 : 2020 世/亞盟國際視訊論壇 

= COVID-19 and its impact on freedom, 

democracy, and human rights : 2020 

WLFD/APLFD international video 

forum / 劉廣平, 李呈祥主編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

國總會, 11011 .-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80972-2-3 (平

裝)  

1.世界自由民主聯盟 2.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 3.自由 4.民主化  578.12  

心戰聯合國  : 中國代表權爭奪戰

1949-1971 / 楊勝宗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西北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872-8-1 (平裝) NT$360  

1.聯合國 2.聯合國代表權 3.國際關

係 4.國際政治  578.14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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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. 2021 / 

沈明室, 劉蕭翔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431-3 (平裝) NT$400  

1.區域安全 2.亞太地區  578.193  

論越南以法律途徑解決南海爭端之

探討 / 孫國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370-5 (平裝) NT$400  

1.南海問題 2.法律 3.越南  578.193  

「拜登執政下的東亞局勢」學術研

討 會 論 文 集  = Proceedings of the 

symposium on "East Asia Situation 

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" / 國立

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政學院, 國家圖

書館, 中共研究雜誌社, 展望與探索

雜誌社編 .-- 新北市 : 法務部調查局

出版 : 中共研究雜誌社, 展望與探索

雜誌社發行, 11012 .-- 25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43-69-6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區域研究 2.美國外交政策 3.文集 

4.東亞  578.19307  

*經天緯地 : 輿光案訪問紀錄 / 曾瓊

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防部政

務辦公室, 11011 .-- 335 面; 21 公分 .-

- (軍史 ; 50) .-- ISBN 978-626-7080-03-

0 (精裝) NT$300  

1.中華民國外交 2.軍事測繪 3.訪談 

4.沙烏地阿拉伯  578.3591  

中華民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

報告條約專要文件 / 行政院兒童及

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, 11011 .-- 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60-9 (平

裝)  

1.國際人權公約 2.兒童福利 3.兒童

保護  579.27  

臺東縣兒童權利公約宣導教案 / 賴

月蜜, 陳雅敏著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政

府, 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19-67-7 (平裝)  

1.國際人權公約 2.兒童保護  579.27  

法律 

(司法特考)法學大意測驗勝經 / 成宜

編著 .-- 第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71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12-7 (平

裝)  

1.法學  580  

(國民營事業)法學緒論大全(包括法

律常識) / 成宜編著 .-- 第十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7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72-4 (平裝)  

1.法學  580  

(鐵路特考)法學大意 / 成宜編著 .-- 第

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72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73-1 (平裝)  

1.法學  580  

(一般警察/警察特考)法學緒論 / 警察

編輯小組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

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7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74-8 (平裝)  

1.法學  580  

(高普考)法學知識 : 法學緒論勝經 / 

敦弘, 羅格思, 章庠編著 .-- 第十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7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83-0 (平裝)  

1.法學  580  

(高普考)法學知識與英文(包括中華

民國憲法、法學緒論、英文) / 龍宜

辰, 許願, 劉似蓉編著 .-- 第十七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7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776-2 (平裝)  

1.法學  580  

(關務特考)法學知識與英文(包括中

華民國憲法、法學緒論與英文) / 龍

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編著 .-- 第十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76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84-7 (平裝)  

1.法學  580  

你知道的太多了 : 欠錢可以不還、

年金可以不繳、法庭可以喊價、和

解可以再告、借名可以侵占、勞保

可以害人-這是什麼荒謬劇?!不~這是

我們的法律! / 施宇宸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獨売出版, 11011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(貓奴律師開外掛 ; 1) .-- ISBN 

978-986-06418-1-3 (平裝) NT$330  

1.法律 2.通俗作品  580  

法窗輕拍案 : 那些你不可不知的法

庭博弈 / 常照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社會叢

書 ; 205) .-- ISBN 978-957-13-9687-3 

(平裝) NT$350  

1.法律 2.個案研究  580  

法學概論 / 陳麗娟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91-0 (平裝) NT$480  

1.法學  580  

圖解法律 / 楊智傑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60-6 (平裝) NT$320  

1.法律  580  

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. 2020 / 紀

振清, 陳正根, 廖欽福, 呂麗慧, 王服

清, 蘇弈玹, 林昭志, 張鈺光, 葉俞亨, 

郭育良, 康峯銘作 ; 紀振清主編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

系, 11011 .-- 30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89-0-3 (精裝) NT$550  

1.法學 2.文集  580.7  

*(一般警察/警察特考)中華民國憲法

(概要) / 林志忠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753-3 (平裝)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 581.21  

*(高普考)法學知識 : 中華民國憲法

(含概要) / 林志忠編著 .-- 第十六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752-6 (平裝)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 581.21  

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/ 經觀榮

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92-0 (平

裝)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 581.21  

中華民國憲法精義 / 呂炳寬, 項程華, 

楊智傑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2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15-3 (平

裝) NT$480  

1.中華民國憲法  581.21  

臺灣心 港澳情 : 臺港澳交流 Q&A / 

大陸委員會編著 .-- 第 17 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陸委員會, 11012 .-- 62 面; 19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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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53-1 (平裝) 

NT$80  

1.兩岸關係 2.大陸事務法規  581.26  

善用免費資源自學法律 : 破除學習

障礙,成功培養日常生活的法律軟實

力 / 盧世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書

泉出版社, 11101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51-251-5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中華民國法律  582.18  

(高普考)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

法總則 / 任穎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70-0 (平裝)  

1.民法總則  584.1  

個人資料保護法遵科技 : 個資檔案

管理電腦稽核實例演練 / 黃秀鳳作 .-

- 3 版 .-- 臺北市 :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4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59-5-8 (平裝附

數位影音光碟)  

1.資訊法規 2.資訊安全  584.111  

個人資料保護法遵科技 : 資料庫個

資管理電腦稽核實例演練 / 黃秀鳳

作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傑克商業自動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86 面; 30

公分 .-- (ACL 電腦稽核實務個案演練

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98959-6-5 (平

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 

1.資訊法規 2.資訊安全  584.111  

*合建.預售法律實務 / 李永然, 鄭惠

秋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永然文化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44 面; 21

公分 .-- (永然房地產投資法律實務全

集 ; 39) .-- ISBN 978-957-485-499-8 (平

裝) NT$400  

1.不動產所有權  584.212  

定型化契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

記載事項彙編 /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

處主編 .-- 修正第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 

行政院, 11012 .-- 2282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7-57-9 ( 精 裝 ) 

NT$550  

1.契約 2.消費者保護法規  584.31  

(高普考)民法親屬與繼承編(含概要) 

/ 成宜霖, 羅格思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80-9 (平裝)  

1.親屬法 2.繼承  584.4  

家事事件辦案手冊 / 台北律師公會

家事法委員會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, 11011 .-- 280

面; 21 公分 .-- (臺北律師會叢書) .-- 

ISBN 978-986-81656-9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家事事件法  584.4  

刑法各罪與訴訟實務教範(犯罪構成

要件暨訴訟書狀撰寫) / 王健驊著 .-- 

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12 .-- 48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29-4 (平裝) 

NT$650  

1.刑法  585  

經濟刑法的在地實踐 / 王效文, 蔡聖

偉, 陳俊偉, 林琬珊, 黃曉亮, 薛智仁, 

許恒達, 黃士軒, 古承宗, 劉傳璟, 吳

俊毅, 蘇凱平作 ; 吳俊毅, 薛智仁主
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47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56-6 (平裝) 

NT$520  

1.經濟刑法 2.經濟犯罪 3.論述分析  

585.73  

少年事件處理法  / 林俊寬著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436-8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少年事件處理法  585.78  

民事訴訟法 / 李淑明著 .-- 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

651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680  

1.民事訴訟法  586.1  

圖解刑事訴訟 : 第一次打刑事官司

就 OK! / 錢世傑著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

市 :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84-4-5 (平裝) NT$480  

1.刑事訴訟法 2.訴訟程序  586.2  

調解心鄉土情 /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
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法

制局, 11012 .-- 38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55-4 (上冊:平裝)  

1.調解 2.通俗作品  586.48  

美國式正義 : 公眾與 O.J.辛普森的司

法對決 / 傑弗瑞.圖賓(Jeffrey Toobin)

作 ; 劉冠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凌

宇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06802-4-9 (全套:平裝) NT$822  

1.辛普森(Simpson, O. J.) 2.刑事審判 

3.美國  586.5  

為清白辯護 : 刑事非常救濟手冊 / 葉

建 廷 , 李 怡 修 , 蔡 晴 羽 , 金 孟 華 , 

Annette, 薛智仁, 劉佩瑋, 朱朝亮, 羅

士翔, 陳先成, 周宇修, 彭立言, 涂欣

成, 羅秉成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社

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, 11011 .-- 29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台北律師公會叢書 ; 21) .-

- ISBN 978-626-95399-0-1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刑事訴訟法 2.法律救濟 3.文集  

586.58  

司法通譯 : 譯者的養成與訓練 / 陳允

萍作 .-- 二版 .-- 臺東市 : 陳允萍 , 

11101 .-- 3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56-9 (平裝)  

1.審判 2.陪審 3.口譯  586.69  

商業事件審理法實務手冊 / 台北律

師公會民事程序法委員會編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

會, 11011 .-- 110 面; 21 公分 .-- (臺北

律師公會叢書 ; 20) .-- ISBN 978-986-

81656-8-7 (平裝) NT$200  

1.商事法  587  

公司法 / 陳榮隆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國立空中大學, 11101 .-- 3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0-2-6 (平

裝) NT$400  

1.公司法  587.2  

公司法要義 / 許忠信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7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4-7343-7 (精裝)  

1.公司法  587.2  

商標法逐條釋義 / 經濟部智慧財產

局編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智慧

財產局, 11012 .-- 365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3-209-9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1.商標法  587.3  

票據法 / 王志誠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
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8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36-1 (平

裝) NT$650  

1.票據法規  587.4  

信託法實務問題與案例 / 潘秀菊, 陳

佳聖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511-635-4 ( 平 裝 ) 

NT$5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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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信託法規 2.判例解釋例  587.83  

行政法案例研習講義 / 張陳弘編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54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6-151-1 ( 平 裝 ) 

NT$620  

1.行政法  588  

公務人員特種人事法規彙編 / 銓敘

部編 .-- 臺北市 : 銓敘部, 11012 .-- 

11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24-83-7 (平裝)  

1.公務人員法規 2.人事法規  588.12  

行政程序法裁判要旨彙編. 十七 / 法

務部法律事務司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法務部, 11011 .-- 690 面; 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43-68-9 ( 精 裝 ) 

NT$550  

1.行政程序法 2.判例彙編  588.135  

行政訴訟實務研討會實錄. 109 年度 / 

最高行政法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最高行政法院, 11012 .-- 16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73-8 (平

裝) NT$300  

1.行政訴訟法 2.文集  588.1607  

地方自治法 / 林明鏘, 柯格鐘, 范文清, 

胡博硯, 紀和均, 許澤天, 陳淑芳, 陳

清秀, 陳愛娥, 張志偉, 程明修, 詹鎮

榮, 蔡志方作 ; 陳清秀, 蔡志方主編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6-150-4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地方自治 2.法規  588.22  

論自治規章 / 許春鎮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4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6-158-0 (平裝) NT$550  

1.地方自治 2.法規  588.22  

矯正相關法規選輯 / 林豐材, 劉嘉勝, 

蘇清俊, 張芫睿, 蔡宗典, 陳首易編輯 ; 

黃俊棠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法務

部矯正署, 11012 .-- 118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43-70-2 (平裝)  

1.獄政法規  589.82  

軍事 

國土防衛與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

110 年 / 蔡孟師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國防大學, 11012 .-- 177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0-05-4 (平

裝) NT$280  

1.軍事 2.國家安全 3.軍事戰略 4.文

集  590.7  

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軍事社會科

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第 24 屆 : 跨域

整合新視界 : 軍事社會科學的傳承

與發展 / 傅文成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

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, 11012 .-- 12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0-11-5 (平

裝)  

1.政治作戰 2.軍事社會學 3.文集  

591.7407  

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. 2021 / 蘇紫

雲, 洪瑞閔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433-7 (平裝) NT$400  

1.國防戰略 2.科學技術  595  

F-5 自由鬥士式/老虎 II 式戰機 = 

Military aircraft of the world / イカロス

出版株式会社作 ; 陳冠敏譯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博聞塾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- (世界名機

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95821-9-3 (平

裝) NT$880  

1.戰鬥機  598.61  

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究論文集. 民國

110 年 / 張惠雯, 徐名敬, 江柏煒, 郭

晃男作 ; 武立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

市 : 國防大學, 11012 .-- 7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0-06-1 (平裝) 

NT$125  

1.國防教育 2.文集  599.03  

海洋與國防專題講座論文集. 110 年

第十三屆 / 郁瑞麟, 簡銘儀, 李明峻, 

葉雲虎, 高木蘭, 林穎佑, 陳虹瑞, 張

豫台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國防大學, 

11012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0-08-5 (平裝)  

1.國防 2.海洋戰略 3.文集  599.07  

擊退來襲飛彈之攻防整體戰 : 挑戰

的範圍 / 布萊恩.葛林(Brian R. Green)

作 ; 徐兆民翻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

國防大學, 11012 .-- 78 面; 21 公分 .-- 

(軍事參考譯著 ; 201) .-- ISBN 978-

626-7080-09-2 (平裝) NT$72  

1.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2.國防戰略 3.

軍事政策 4.美國  599.645  

總體國家安全觀 / 尚偉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龍視界, 11011 .-- 22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0-2-0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國家安全  599.7  

史地/傳記類 

史地總論 

面向過去思考 : 與史學大師的爐邊

閒談,打造歷史思維的八場對話 / 亞

歷 山 大 . 貝 維 拉 夸 (Alexander 

Bevilacqua), 費 德 里 克 . 克 拉 克

(Frederic Clark)著 ; 陳建守, 陳建元, 徐

兆安, 韓承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) .-- 

ISBN 978-957-05-3378-1 ( 平 裝 ) 

NT$430  

1.歷史哲學 2.史學史 3.史學家 4.訪

談  601.4  

地圖之外 : 47 個被地圖遺忘的地方,

真實世界的另一個面貌 / 阿拉史泰

爾.邦尼特(Alastair Bonnett)著 ; 黃中

憲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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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 ; FS0055X) .-- 

ISBN 978-626-315-059-1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地理學  609.01  

逃避主義 : 從恐懼到創造 / 段義孚著 ; 

周尚意, 張春梅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

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76

面; 21 公分 .-- (新世紀叢書) .-- ISBN 

978-986-360-182-1 (平裝) NT$390  

1.人文地理  609.1  

中國史 

朕來了!皇帝尬聊室 : 坐過龍椅的都

來_宇宙第一群(422) / 趣哥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行, 1110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

(地球觀  ; 67) .-- ISBN 978-986-384-

627-7 (平裝)  

1.中國史 2.帝王 3.通俗作品  610  

太喜歡歷史了 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
史. 7, 兩宋 / 知中編委會作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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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2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24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古人原來很會過日子 / 王磊(講歷史

的王老師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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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

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

158-6 (平裝) NT$320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奸詐世代 : 古人的權謀鬥爭,現代職

場的縮影 / 殷仲桓, 趙建編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62-6 (平裝) 

NT$375  
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 610.9  

中國斷代史 

唐朝的浮光與掠影  / 青菀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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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

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

305-4 (平裝)  

1.唐史 2.通俗史話  624.109  

宋太祖傳 / 王育濟, 范學輝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800 面; 22 公分 .-

- (歷史.中國史) .-- ISBN 978-957-05-

3380-4 (精裝) NT$800  

1.宋太祖 2.傳記  625.11  

救嬰與濟貧 : 乳婦與明清時代的育

嬰堂 / 江昱緯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(史地傳記類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06-7 (平

裝) NT$280  

1.明清史 2.社會福利 3.托嬰中心  

626  

*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在中國 / 呂慎華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711-6-2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中日二十一條交涉  628.21  

五次圍剿 : 國軍五次圍剿紅軍戰役

始末 / 王逸之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金剛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16-7-

7 (平裝) NT$360  

1.國共內戰 2.戰史 3.中華民國  

628.406  

緬北反攻影像史記 / 李宣慧, 邵銘煌, 

晏寧遠, 張揚舞, 魏平安作 ; 邵銘煌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

政大出版社出版 : 國立政治大學人

文中心發行, 11011 .-- 220 面; 23 公

分 .-- (政大人文中心遠征軍系列) .-- 

ISBN 978-986-06740-7-1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戰史 3.文集  

628.58  

中國文化史 

錦程 : 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 / 趙豐
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黃山國際出版

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

分 .-- (Classic 文庫 ; 17) .-- ISBN 978-

986-397-134-4 (平裝) NT$750  

1.文化史 2.東西方關係 3.絲路  

630.9  

唐風美人誌 = Fashion beauty / 南方赤

火, 顧閃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

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

528-3 (平裝) NT$360  

1.生活史 2.社會生活 3.唐代  634  

突厥 : 源起東方的游牧戰鬥民族奮

鬥史 / 蘇育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魚籃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50 面; 

23 公分 .-- (遊藝館)(行.看.書. 時空縱

橫 ; 2) .-- ISBN 978-986-92867-7-0 (平

裝) NT$480  

1.突厥 2.民族史  639.4  

中國外交史 

理想與幻滅  : 中華民國外交史的

1960 年代 / 許文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, 

11012 .-- 442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央研究

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; 106) .-- ISBN 

978-626-7002-55-1 (精裝) NT$350  

1.中華民國外交 2.外交史  642.5  

美國與中國 : 十八世紀末至今的美

中關係史 / 潘文(John Pomfret)作 ; 林

添貴, 陳榮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704 面; 23 公分 .-- (遠足新書 ; 18) .-

- ISBN 978-986-508-125-6 ( 平 裝 ) 

NT$990  

1.中美關係 2.外交史  645.2  

中國地方志 

指尖上的夢 : 徽州工匠記 / 洪鋒著 .-

- 1 版 .-- 新北市 : 黃山國際出版社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

(Classic 文庫 ; 19) .-- ISBN 978-986-

397-133-7 (平裝) NT$450  

1.工匠 2.工藝 3.安徽省徽州  

672.29/218.4  

走進遠古的馬祖 : 從侏儸紀到現代 / 

鄭宏祺編著 .-- 初版 .-- 連江縣南竿

鄉 : 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

管理處, 11012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1-351-7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天然公園 2.地景保育 3.生態旅遊 

4.福建省連江縣  673.19/137.6  

北疆傳說 : 迷霧之書 / 張麗霜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6-0980-5 ( 平 裝 ) 

NT$340  

1.旅遊文學 2.福建省連江縣  

673.19/137.69  

疫年記西藏  / 唯色(Tsering Woeser)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

分 .-- (mark ; 168)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68-0 (平裝) NT$400  

1.文集 2.西藏自治區  676.68  

中國地理類志 

消失的古國 / 張超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汲古閣 ; 

7) .-- ISBN 978-986-392-399-2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人文地理 2.中國  685  

世界史地 

不說你不知道! : 歷史老師沒教到的

幽默物語 / 劉繼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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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1 公分 .-- (新觀點 ; 22) .-- ISBN 

978-986-06586-9-9 (平裝) NT$350  

1.世界史 2.通俗史話  711  

衰爆大歷史 : 比水逆更悲劇,地獄倒

楣鬼們歡樂又悲慘的 365 天大事紀 / 

邁克爾.法庫爾(Michael Farquhar)著 ; 

古路里亞.吉吉尼(Glulia Ghigini)繪 ; 

蕭季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

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

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NW ; 

237) .-- ISBN 978-986-506-300-9 (平裝)  

1.世界史 2.軼事  711  

海上霸權 : 從捕鯨業到海上貿易的

四百年海洋地緣學 / 竹田勇美著 ; 鄭

天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原出版, 11012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55-5-5 (平裝) NT$380  

1.世界史 2.現代史 3.海權 4.地緣政

治  712  

伊凡的戰爭 : 聆聽二戰蘇聯士兵消

失 的 聲 音  / 梅 里 杜 爾 (Catherine 

Merridale)著 ; 梁永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貓頭鷹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發行, 11101 .-- 528 面; 21 公分 .-- (貓

頭鷹書房 ; 464) .-- ISBN 978-986-262-

523-1 (平裝) NT$630  
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戰史 3.軍人 4.

俄國  712.84  

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大圖解 / DK 出

版社編輯群作 ; 于倉和翻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4X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34-4-7 ( 精 裝 ) 

NT$1200  

1.第二次世界大戰 2.戰史  712.84  

1571 年 :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/ 岸

本美緒編 ; 李雨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的轉

換期 ; 6) .-- ISBN 978-957-05-3382-8 

(平裝) NT$430  

1.文化史 2.世界史  713  

從 12 個時鐘看人類文明史 / 大衛.魯

尼(David Rooney)作 ; 顏涵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2-9370-5 ( 平 裝 ) 

NT$499  

1.世界史 2.文明史 3.鐘錶  713  

世界年鑑. 2022 / 中央通訊社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通訊社, 11012 .-- 

10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765-0-3 (精裝) NT$490  

1.世界地理 2.年鑑  716.058  

WOW!驚喜百科. 4, 用 AR 認識世界

奇觀 / 迪沃(Devar)教育娛樂科技公司

作 ; 蔡心語編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
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2 面; 23X25 公

分 .-- (IQ UP ; 32) .-- ISBN 978-626-

320-042-5 (精裝) NT$330  

1.名勝古蹟 2.世界地理 3.通俗作品  

718.4  

旅途不孤獨 : 旅行是行走在對遠方

的渴望 / 李茂樟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

版, 1101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73-28-7 (平裝) NT$360  

1.旅遊文學 2.世界地理  719  

絲路一帶 / 吳昀(Winny Wu)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凱特文化創意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

(愛旅行 ; 82) .-- ISBN 978-986-06048-

5-6 (平裝) NT$350  

1.遊記 2.絲路  719  

齊 物 逍 遙 . 2020-2021 = Enlightened 

sojourn. 2020-2021 / 黃效文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依揚想亮人文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24 面; 20X20 公分 .-

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7108-8-6 

(精裝) NT$1300  

1.旅遊文學 2.世界地理  719  

亞洲史地 

日本近現代史 / 張修愼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69-9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現代史 2.近代史 3.日本  731.27  

不一樣的日本 / 明士心, 和葉, 李維合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5-69-4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1.文化 2.風俗 3.社會生活 4.日本  

731.3  

鬼滅之刃大正時代手冊 : 以真實史

料全方位解讀<<鬼滅>>筆下的歷史

與文化 / 大正摩登同人會著 ; 王書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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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9-9-2 (精

裝) NT$450  

1.風俗 2.文化史 3.大正時代 4.日本  

731.3  

南山的部長們 : 統治現代韓國的暗

黑勢力 / 金忠植作 ; 馮燕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凌宇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802-5-6 (全套:

平裝) NT$885  

1.韓國中央情報部 2.政治發展 3.政

變 4.現代史 5.韓國史  732.27  

巴勒斯坦之殤 : 對抗帝國主義的百

年 反 殖 民 戰 爭  / 拉 什 德 . 哈 利 迪

(Rashid Khalidi)著 ; 苑默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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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Visum ; MV0013) .-- ISBN 

978-986-0767-54-4 (平裝) NT$560  

1.巴勒斯坦史 2.中東問題  735.21  

阿富汗 : 抗衡強權的古波斯勇者 / 蘇

育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魚籃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

- (遊藝館. 行看書 ; 3) .-- ISBN 978-

986-92867-6-3 (平裝) NT$280  

1.歷史 2.阿富汗  736.21  

尼泊爾史 : 雪峰之側的古老國度 / 洪

霞作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0 面; 21

公分 .-- (國別史) .-- ISBN 978-957-14-

7342-0 (平裝)  

1.歷史 2.尼泊爾  737.41  

圖 畫 越 南 簡 史  / 孝明 .玄 庄 (Hiếu 

Minh-Huyền Trang)編寫 ; 謝輝龍(Tạ 

Huy Long)繪圖 ; 李永輝中譯 .-- 第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00 面; 29X21 公分 .-- 中越

對照 .-- ISBN 978-957-8891-86-9 (精裝) 

NT$660  

1.越南史 2.通俗作品  738.31  

臺灣史地 

斯土斯民 : 臺灣的故事 : 常設展專刊 

= Our Land Our People : The Story of 

Taiwan : Permanent Exhibition Guide / 

錢乃瑜, 俞孟璇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 南 市  : 國 立 臺 灣 歷 史 博 物 館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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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71-1 (平裝) NT$575  

1.臺灣史 2.博物館展覽  733.21  

記錄聲音的歷史 : 臺灣口述歷史學

會 會 刊 . 第 十 二 期  = Histories as 

recorded in personal voices / 林明洲, 李

百基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南投市 : 

臺灣口述歷史學會, 11012 .-- 281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097-7-5 (平

裝)  

1.臺灣史 2.口述歷史 3.文集  

733.2107  

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導讀 / 原住

民族委員會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原

住民族委員會, 11012 .-- 160 面; 212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5-53-0 (精裝) 

NT$2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臺灣史 3.清領時

期 4.日據時期  733.27  

蕃人觀光日誌 / 鄭安睎編著 .-- 第一

版  .-- 新北市  : 國立臺灣圖書館 , 

11012 .-- 3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69-2 (精裝) NT$500  

1.臺灣原住民族 2.旅遊 3.日據時期 

4.臺灣史  733.28  

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 / 陳儀深, 

何智霖, 許瑞浩, 陳世宏, 葉亭葶, 陳

昶安, 羅國儲訪問 ; 羅國儲, 陳昶安, 

陳頌閔記錄 ; 陳儀深主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國史館, 11012 .-- 53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84-4 (精裝) 

NT$500  

1.社會運動 2.人物志 3.口述歷史  

733.286  

去鄉懷國 : 戰後海外臺灣政治運動 / 

國立 政治 大學 圖書 館特 藏管 理組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

圖書館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53-3-1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政治運動 2.臺灣政治 3.臺灣史 4.

文集  733.286  

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/ 李禎祥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292-5 (平裝) 

NT$350  

1.二二八事件  733.2913  

真相 228 228 真相 / 張清滄編著 .-- 初

版 .-- [高雄市] : 張清滄, 11101 .-- 233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03-

3 (平裝) NT$500  

1.二二八事件  733.2913  

保密局臺灣站白色恐怖史料彙編. 二 

/ 許雪姬, 林正慧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

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 11012 .-- 469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2-52-

0 (精裝) NT$500  

1.白色恐怖 2.史料  733.2931  

拼貼歷史的缺頁 : 陳銘城人權文集 / 

陳銘城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
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, 11011 .-- 

314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6531-7-6 (平裝) NT$500  

1.白色恐怖 2.政治迫害 3.臺灣傳記 

4.訪談  733.2931  

威權鬆動 : 解嚴前台灣重大政治案

件與政治變遷(1977-1987)國際學術

討論會論文集 / 歐素瑛, 黃翔瑜, 吳俊

瑩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

館, 11012 .-- 5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4-63-9 (精裝)  

1.臺灣政治 2.民主化 3.臺灣史 4.文

集  733.294  

美麗島事件與大鬍子家博回憶錄  / 

家 博 (J. Bruce Jacobs) 著  ; 袁 載 俊 , 

Christina Chen, 鄭天任翻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22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

叢書 ; 93) .-- ISBN 978-626-95094-3-0 

(平裝) NT$350  

1.家博(Jacobs, J. Bruce) 2.中國國民黨 

3.美麗島事件 4.臺灣民主運動 5.回

憶錄  733.2945  

鄉土野史 : 臺灣尋奇得趣、人生啟

思集錦 / 張永樹撰編 .-- 臺中市 : 戈

雅創意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63-0-4 (平

裝) NT$390  

1.臺灣地理 2.自然地理 3.人文地理  

733.3  

重回華燈初上的懷舊時光 / 報時光, 

張哲生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

發行, 1110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417-8 (平裝)  

1.臺灣文化 2.社會生活 3.生活史  

733.4  

北部輕旅行 / 東販編輯部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85-7 (平裝)  

1.臺灣遊記  733.69  

*圖現台灣環島圖鑑 : 從文化各面相

出發的圖像解讀 = 図鑑台湾さんが

くおう / 姜昌明, 李翰文, 林育慶, 賴

學論, 陳鈺鋐, 卓育玄, 黃有毅, 傅大

中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姜昌明美學

工作室, 11011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84789-5-4 ( 精 裝 ) 

NT$200  

1.臺灣遊記 2.腳踏車旅行  733.69  

走讀士林 : 探尋福德洋圳失落的記

憶 / 黃顯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390-3 (平裝) NT$400  
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河川 4.臺北市  

733.9/101.4  

汐止文化路徑踏查 / 鄭維棕, 陳世偉, 

柯乃文, 曹民和, 劉昭輝撰稿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新北市台灣

藝術創生文化基金會, 11011 .-- 120 面; 

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47-0-7 (平

裝) NT$3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新北市汐止區  

733.9/103.9/125.2  

頂泰山巖志 / 張仁甫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 : 財團法人新北市泰山巖 , 

11012 .-- 6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791-1-8 (精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新北市泰山區  

733.9/103.9/133.4  

安坑小學堂 : 一本屬於安坑人的故

事書 / 張柏勳作 ; 廖梧佑編 ; 廖紜翊, 

陳勇翔插畫 .-- 臺北市 : 不完美原創

工作室, 1101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522-0-7 (平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繪本 4.新北市

新店區  733.9/103.9/143.4  

探索繽紛萬金石  / 李鴻謀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李鴻謀, 11011 .-- 16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85-

2 (上冊:平裝) NT$399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新北市萬里區 

4.新北市金山區 5.新北市石門區  

733.9/103.9/149.4  

海角、考古、故事 : 在地層裡尋找

和平島的大歷史 / 臧振華, 謝艾倫, 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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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偉作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基隆市文

化局, 11011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

心叢刊 ; 313) .-- ISBN 978-986-5417-

24-6 (平裝) NT$280  

1.區域研究 2.考古遺址 3.歷史 4.基

隆市  733.9/105.2  

與水同行 : 宜蘭埤圳觀察記 / 林俐馨

作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史館, 11011 .-- 

231 面; 23 公分 .-- (宜蘭人文系列 ; 

14) .-- ISBN 978-986-5418-68-7 (平裝) 

NT$380  
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河川 4.宜蘭縣  

733.9/107.4  

映像頭城. 2021 : 俯仰今昔.情懷繫之 

= Image of Toucheng : living in the 

moment, linking to the past / 莊漢川計

畫主持 ; 游錫財協同主持 .-- 初版 .-- 

宜蘭縣頭城鎮 :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, 

11011 .-- 160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18-69-4 (平裝)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宜蘭縣頭城鎮  

733.9/107.9/117.4  

憶載航空城 : 大園落地生根的記憶 / 

皮國立, 許慈佑, 楊善堯, 鄭巧君, 劉

妤榕撰稿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

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28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50-0 (精裝) 

NT$6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桃園市大園區  

733.9/109.9/105.2  

秘境時光 : 大溪慈湖風土記 / 楊勝評, 

廖育儀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

府, 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0-44-9 (平裝) NT$3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桃園市大溪區  

733.9/109.9/107.2  

行走大窩尋鄉里 : 回首莊頭今昔風

貌 / 盧怡瑄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

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 

11011 .-- 156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聚落

村史 ; 17) .-- ISBN 978-986-5434-49-6 

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新竹縣

竹東鎮  733.9/111.9/109.2  

獅頭坪楊家族跡 : 講古論今祖公業 / 

楊寶蓮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

客 家 委 員 會 客 家 文 化 發 展 中 心 , 

11011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聚落

村史 ; 15) .-- ISBN 978-986-5434-47-2 

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新竹縣

峨眉鄉  733.9/111.9/113.2  

開山打林拓羊喜 : 金獅山下羊屎窩

肚 / 戴國焜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

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 

11011 .-- 144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聚落

村史 ; 18) .-- ISBN 978-986-5434-50-2 

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新竹縣

湖口鄉  733.9/111.9/115.2  

竹 城 漫 遊  : 美 感 治 理 的 城 市  = 

Hsinchu / 魚夫文.繪圖 .-- 新竹市 : 新

竹市文化局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(竹塹文化資產叢書 ; 595) .-- 

ISBN 978-986-5421-99-1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文化觀光 2.新竹市  733.9/112.6  

走讀金山面 / 吳慶杰, 黃舒妍撰文 ; 

劉妍蓁繪圖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金山

面文化協會, 11011 .-- 66 面; 17X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19-0-4 (平裝)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繪本 4.新竹市  

733.9/112.9/101.2  

沙鼻慢城 : 細人仔狂想童話集 = The 

proud slow town / 彭歲玲師生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苗栗縣三義鄉 : 苗栗縣三義

鄉公所, 11011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客

語、華語、英語對照; 客英有聲書 .-- 

ISBN 978-626-7070-03-1 ( 精 裝 ) 

NT$300  

1.人文地理 2.繪本 3.苗栗縣三義鄉  

733.9/113.9/103.4  

走讀南勢歲月 : 頭擺、這擺、下二

擺 / 翁已涵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

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 

11011 .-- 120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聚落

村史 ; 20) .-- ISBN 978-986-5434-52-6 

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苗栗縣

大湖鄉  733.9/113.9/107.2  

雲梯風華兩世紀 : 書院到醫生搖籃 / 

陳政宜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

客 家 委 員 會 客 家 文 化 發 展 中 心 , 

11011 .-- 144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聚落

村史 ; 19) .-- ISBN 978-986-5434-51-9 

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苗栗縣

西湖鄉  733.9/113.9/113.2  

走在日南社.雙寮社 / 張慶宗撰文 .-- 

臺中市 :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, 11011 .-

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1-60-8 (平裝)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臺中市大甲區  

733.9/115.9/103.2  

大肚悠遊導覽書  / 謝永茂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嶺東科技大學出版 : 嶺

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發行, 

11012 .-- 7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181-58-0 (平裝) NT$360  
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旅遊 4.臺中市

大肚區  733.9/115.9/107.4  

地牛翻身振土牛 : 走過九二一的老

客庄 / 黃豐隆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

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

心, 11011 .-- 168 面; 24 公分 .-- (客庄

聚落村史 ; 16) .-- ISBN 978-986-5434-

48-9 (平裝) NT$25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客家 4.臺中市

石岡區  733.9/115.9/117.2  

沿水而生  : 五汊大溝  = Life along 

water : Wucha Dagou = この水と共に

生きる : 五汊大溝 = SỐNG THEO 

DONG NƯƠC : CON SÔNG NGŨ XÁ 

/ 蔡佳君文字撰稿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

技大學, 11011 .-- 40 面; 27 公分 .-- 中

英日越對照 .-- ISBN 978-957-9499-28-

6 (平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歷史 3.繪本 4.臺中市

梧棲區  733.9/115.9/131.4  

客在群山 : 新社和平客家建築文化 / 

廖倫光, 吳中杰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, 11012 .-

- 22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1-54-7 (平裝) NT$300  

1.客家 2.人文地理 3.房屋建築 4.臺

中市新社區 5.臺中市和平區  

733.9/115.9/135.4  

南投學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: 南投客

家的描寫與建構 / 吳中杰, 吳學明, 周

錦宏, 韋煙灶, 許世融, 陳于晴, 程俊

源, 黃世明, 黃衍明, 黎淑慧, 薛雅惠

撰文 ; 林榮森總編輯 .-- 南投市 : 南

投縣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195 面; 30

公 分  .-- ( 南 投 縣 文 化 資 產 叢 書  ; 

241) .-- ISBN 978-986-5422-88-2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區域研究 2.客家 3.文集 4.南投縣  

733.9/119.07  

郊你說行話 : 鹿港郊商百業行話 / 李

奕興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鹿港鎮 : 彰

化縣鹿港鎮公所, 11012 .-- 184 面;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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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42-6 (平裝) 

NT$380  

1.行話 2.商業史 3.彰化縣鹿港鎮  

733.9/121.9/143.5  

來去外中 : 糯米&豌豆的故鄉 / 林恒

立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福興鄉 : 

彰化縣福興鄉外中社區發展協會 , 

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032-1-5 (平裝) NT$420  

1.歷史 2.人文地理 3.彰化縣福興鄉  

733.9/121.9/149.4  

雲 林 500. 千 客 萬 來  = The 500 

highlights of Yunlin / 崔舜華主編 .-- 初

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50-38-

6 (全套:平裝) NT$750  

1.旅遊 2.雲林縣  733.9/123.6  

西市場角色任務遊戲書 / 蔚藍文化

編輯室著 ; 牛奶人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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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32 面; 26 公分 .-- (大臺南文化資產叢

書 ; 第 8 輯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5504-64-9 (平裝) NT$250  

1.市場 2.人文地理 3.繪本 4.臺南市

中西區  733.9/127.9/105.4  

耍 LAI / 張怡棻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

南市大內區石子瀨社區發展協會 , 

11011 .-- 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5747-1-6 (平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社區總體營造 3.臺南

市大內區  733.9/127.9/107.4  

雉躍曾文溪 / 姜美麗原著 ; 徐郁雁, 

六年級全體學生改編 ; 徐郁雁, 林佑

翔, 朱立倫, 王柏傑, 王琮介, 賴韋銘, 

蔡湋傑, 陳涵眉, 王禹棋, 曾梓汾, 羅

毓淳, 梁沛岑, 胡家渝, 許庭瑜, 王婕

綾, 王亮云, 黃芷璇, 楊子昀繪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官田區渡拔國

民小學, 1101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臺

南市官田區渡拔國民小學校訂教材

故事繪本 ; 4) .-- ISBN 978-986-5487-

58-4 (精裝) NT$300  

1.河川 2.自然保育 3.繪本 4.臺南市

官田區  733.9/127.9/129.3  

隱身鄉野的職人 : 堅持品質,超越自

我,實踐在地理想生活樣貌 / 陳瑩如

企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日出南

方工作室, 11012 .-- 64 面; 23 公分 .-- 

(Kiäm chúi 心適代 ; 第 1 期) .-- ISBN 

978-626-95404-0-2 (平裝) NT$150  

1.人文地理 2.區域開發 3.產業發展 

4.臺南市鹽水區  733.9/127.9/161.4  

絕代風華 : 六甲老照片專輯 / 陳啓榮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六甲

區公所, 11011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7-60-7 (平裝)  

1.歷史 2.照片集 3.臺南市  

733.9/129.2  

小黑啤玩臺灣. 高雄篇 : 遊大港 / 洪

金煌, 謝爾庭文 ; 王睿加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86-99836-7-9 ( 精 裝 ) 

NT$550  

1.人文地理 2.繪本 3.高雄市  

733.9/131.4  

蟯港人 茄萣事 / 邱中川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茄萣區蟯港人

文協會, 1101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9689-1-1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人文地理 2.高雄市茄萣區  

733.9/133.9/133.4  

地方理論與社會人文對話 : 2020 年

第一屆屏東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/ 

蕭新煌, 賀瑞麟, 李錦旭, 張義東, 劉

澤佳, 郭東雄, 佐藤敏洋, 楊政源, 賴

晋毅, 連憲升, 周明傑作 ; 李錦旭主
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暉出版社, 

11011 .-- 33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524-79-8 (平裝) NT$350  

1.區域研究 2.文集 3.屏東縣  

733.9/135.07  

山谷尋根 : 鱉溪地質公園景點解說

手冊 / 王鈴琪, 賴序衡, 簡巾雅著 .-- 

初版 .-- 花蓮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, 11011 .-- 12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86-

6 (平裝) NT$150  

1.天然公園 2.地景保育 3.解說 4.花

蓮縣富里鄉  733.9/137.9/113.64  

小黑啤玩臺灣. 臺東篇 : 找石器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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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99836-6-2 (精裝) 

NT$550  

1.人文地理 2.繪本 3.臺東縣  

733.9/139.4  

台 東 食 育 提 案 所  : 美 味 食 旅  = 

Fooding Taitung / 臺東縣政府著 .-- 臺

東市 : 臺東縣政府出版 ; [臺北市] : 水

越設計發行, 11011 .-- 120 面; 23 公

分 .-- (Fooding Taitung ; 119) .-- ISBN 

978-986-5419-65-3 (平裝) NT$450  

1.旅遊 2.飲食 3.臺東縣  733.9/139.6  

美奈田之森 : 延平林道的美麗與哀

愁 / 吳當, 陽美花, 黃正德, 劉瓊蓮撰

文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, 11011 .-

- 160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5-87-3 (平裝)  

1.人文地理 2.口述歷史 3.延平林道 

4.台東縣延平鄉  733.9/139.9/113.4  

長濱 踏浪而來 / 吳佳芬, 饒隸華作 .-- 

臺東市 :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, 11011 .-

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19-63-9 (平裝) NT$350  

1.人文地理 2.生活史 3.臺東縣長濱

鄉  733.9/139.9/119.4  

海端鄉志 / Sutej Hugu(斛古.貝邋赫

特), 尤希智, 衣德成, 周怡樺, 邱夢蘋, 

姜國彰, 胡克緯, 胡克穩, 胡凱珣, 馬

田, 許凱文, 許錕安, 陳柏村, 楊詠程, 

鄭漢文, 謝博剛纂修 .-- 臺東縣海端

鄉 :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, 11012 .-- 冊 .-

- ISBN 978-986-5419-68-4 (全套:精裝) 

NT$1500  

1.方志 2.臺東縣海端鄉  

733.9/139.9/121.1  

什麼都有商號 : 幸福的澎湖年 / 奇兒

漫畫 ; 黃惠鈴腳本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

澎湖縣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152 面; 

21 公分 .-- (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; 

329) .-- ISBN 978-986-5427-82-5 (平裝) 

NT$200  

1.社會生活 2.歲時習俗 3.漫畫 4.澎

湖縣  733.9/141.4  

歐洲史地 

大逃離 : 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

代經濟大分流 / 沃特.席代爾(Walter 

Scheidel)著 ; 黃煜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衛城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680 面; 23 公

分 .-- (Beyond ; 32)(世界的啟迪) .-- 

ISBN 978-626-7052-15-0 ( 平 裝 ) 

NT$750  

1.歷史 2.經濟發展 3.羅馬帝國 4.歐

洲  740.2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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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人的故事. VI, 羅馬和平 / 塩野七

生著 ; 張麗君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84

面; 21 公分 .-- (羅馬人的故事) .-- 

ISBN 978-957-14-7340-6 (平裝)  

1.歷史 2.羅馬帝國  740.222  

日不落.倫敦 : 創建、破壞與改革,泰

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

舞台 / 西蒙.詹金斯(Simon Jenkins)著 ; 

蔡耀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

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32

面; 23 公分 .-- (歷史.世界史) .-- ISBN 

978-957-05-3379-8 (平裝) NT$550  

1.歷史 2.英國倫敦  741.711  

荷 蘭 阿 克 馬 起 司 市 場  / 茹 絲 寶

(Roozeboos)著 ; 賴嘉綾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48 面; 28X26 公分 .-- (世

界的市場) .-- ISBN 978-957-08-6145-7 

(精裝)  

1.社會生活 2.市場 3.繪本 4.荷蘭  

747.23  

俄國史 / 段昌國, 何萍編著 .-- 修訂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空中大學, 11101 .-

- 3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70-4-0 (平裝) NT$380  

1.俄國史  748.1  

美洲史地 

以太陽為指南針 : 橫跨六千公里的

阿拉斯加紀行  / 卡洛琳.范.希莫特

(Caroline Van Hemert)著 ; 吳侑達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紅樹林出版 : 英屬
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96 面; 21

公分 .-- (go outdoor ; 16) .-- ISBN 978-

986-06810-4-8 (平裝) NT$480  

1.希莫特(Van Hemert, Caroline) 2.旅

遊 3.鳥類 4.自然史 5.美國阿拉斯加  

752.7809  

傳記 

超越極限 / 威廉.歐尼爾著 ; 枝椏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冊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5569-47-1 (上冊:平裝) NT$400 .-- 

ISBN 978-986-5569-48-8 (下冊:平裝) 

NT$400  

1.運動員 2.世界傳記 3.成功法  781  

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 / 沃弗朗.艾倫

伯格(Wolfram Eilenberger)著 ; 溫澤元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9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01-4 (平

裝)  

1.波娃(Beauvoir, Simone de, 1908-

1986) 2.韋伊(Weil, Simone, 1909-1943) 

3.蘭德(Rand, Ayn, 1905-1982) 4.鄂蘭

(Arendt, Hannah, 1906-1975) 5.女性傳

記 6.世界傳記 7.學術思想 8.哲學  

781.053  

*見證當代歷史的聲音 : 56 位人物專

訪集 / 紀欣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觀

察雜誌社, 1101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2292-5-8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人物志 2.當代史  782.18  

往事並不如煙 / 章詒和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

(新人間  ; 337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84-2 (平裝) NT$450  

1.知識分子 2.傳記 3.中國  782.18  

往事並不如煙. 續篇 / 章詒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新人間 ; 338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685-9 (平裝) NT$350  

1.知識分子 2.傳記 3.中國  782.18  

傾聽.我說 : 穿透躁動不安、孤獨迷

茫的空谷回音 / 吳懷堯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

(人生顧問 ; CF00438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05-4 (平裝) NT$380  

1.人物志 2.訪談  782.18  

長安客 / 北溟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, 

11101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 ; 

24) .-- ISBN 978-626-310-152-4 (平裝) 

NT$380  

1.傳記 2.人物志 3.唐代  782.244  

正說大漢二十二帝 / 劉雅琳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y ; 

114) .-- ISBN 978-986-402-352-3 (平裝) 

NT$300  

1.帝王 2.傳記 3.漢代  782.272  

明朝的皇帝 / 高陽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5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

1880-0 (平裝) NT$850  

1.帝王 2.傳記 3.明代  782.276  

陳廷敬 : <<康熙字典>>總閱官,任官

清廷五十三年,教授康熙二十四載 / 

馬甫平, 馬雨晴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7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16-948-0 (平裝) NT$480  

1.(清)陳廷敬 2.傳記  782.872  

錢鍾書瑣話 / 錢之俊著 .-- 1 版 .-- 新

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32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98) .-

- ISBN 978-986-0799-73-6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錢鍾書 2.學術思想 3.傳記 4.中國  

782.886  

仁者啟功 / 徐可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

黃山國際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360 面; 21 公分 .-- (Classic 文庫 ; 21) .-

- ISBN 978-986-397-135-1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1.啟功 2.傳記  782.887  

永遠的台灣島 : 1945 年,台北高校生

眼中戰敗的台北 / 竹內昭太郎著 ; 林

芬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19-624-2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竹內昭太郎 2.回憶錄 3.日本  

783.18  

你,和你以外的。 : 來自 ROLAND 的

贈言 / ROLAND 著 ; 陳美瑛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23-0 (平裝)  

1.羅蘭 2.傳記  783.18  

100 則人物深度採訪,用故事滾動時

代影響力 : 滾動力 201-300 人物紀實 

/ 滾動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滾動

力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10-0-5 (平裝) 

NT$350  

1.臺灣傳記 2.人物志  783.31  

a better day : 24 位人物誌與他們熱愛

的生活. Vol.1 / 伊日生活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台灣伊日股份有限公司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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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1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9167-2-2 (平裝) NT$380  

1.臺灣傳記 2.人物志 3.訪談  783.31  

Wrinkles : BIOS monthly 專 訪 選 集

2021 / BIOS monthly 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碧歐司文化創意顧問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69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63-0-5 ( 精 裝 ) 

NT$600  

1.臺灣傳記 2.人物志 3.訪談  783.31  

傻瓜一直在路上 : 生命的練習曲 / 曲

全立, 趙文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圓神文叢 ; 308) .-- ISBN 

978-986-133-805-7 (平裝)  

1.臺灣傳記 2.人物志  783.31  

輸掉的自己 / 陳函謙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Vision ; 

219) .-- ISBN 978-986-406-262-1 (平裝) 

NT$300  

1.人物志 2.報導文學  783.318  

一生一事 = One thing for a lifetime / 林

日龍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財團法人桃

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, 11011 .-- 

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834-

5-3 (平裝附隨身碟) NT$450  

1.臺灣傳記 2.臺灣原住民族 3.訪談 

4.桃園市  783.36/109  

大器傳客 深耕府城 / 溫紹炳, 管世瑗

企劃執行 .-- [臺南市] : 臺南市政府, 

11012 .-- 21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87-61-4 (平裝)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傳記 3.客家 4.臺南

市  783.36/127  

臺南好職人 / 王美霞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, 11011 .-- 

4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

64-5 (平裝)  

1.人物志 2.臺灣傳記 3.訪談 4.臺南

市  783.36/127  

百味逆旅 : Taste Trip of Guanshan / 李

昌諭, 莊佩芬, 陳麗娟, 黃詩婷, 楊文

廣, 劉昱辰, 張芷瑜, 范雅婷, 王芷涵, 

陳光賡(KENT 大哥), 卅一伍影像工

作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

政府, 11011 .-- 30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19-66-0 (精裝)  

1.臺灣傳記 2.女性傳記 3.臺東縣關

山鎮  783.36/139  

TRY!柯子彰 / 柯美伊作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

金會, 11011 .-- 29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531-8-3 (精裝) NT$450  

1.柯子彰 2.臺灣傳記 3.運動員 4.橄

欖球  783.3886  

不畏逆境.勇敢逐夢 : 吳仁健校長回

憶錄 / 吳仁健著 .-- [嘉義市] : 吳仁健, 

11012 .-- 277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00-2 (精裝) NT$300  

1.吳仁健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甘心.甘願 : 天公囝仔的心聲 / 陳甘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56-70-7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陳甘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*台語片第一女主角 : 小艷秋回憶錄 

/ 小艷秋口述 ; 何思瑩撰稿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雙囍出版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雙囍藝術 ; 1) .-- ISBN 978-986-

06355-6-0 (平裝) NT$420  

1.小艷秋 2.演員 3.回憶錄 4.臺灣  

783.3886  

死囚 : 施明德回憶錄. I, 1962-1964 / 施

明德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

面; 23 公分 .-- (歷史與現場 ; 309)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40-5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施明德 2.回憶錄 3.臺灣  783.3886  

何定生著作集. 一, 詩經、孔學及其

他 / 何定生原著 ; 車行健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660 面; 23 公分 .-- (何

定生著作集 ; 505003) .-- ISBN 978-

986-478-550-6 (平裝) NT$960  

1.何定生 2.學術思想 3.傳記  

783.3886  

沙河溯往 = The be forgotten years of 

James Kuo-Chiang Cheng / 程國強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舜智文化創意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9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88505-3-8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程國強 2.傳記  783.3886  

余英時寧為黑名單,不幹間諜臥底 / 

張友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

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92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397-1-0 (平裝) NT$400  

1.余英時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我們相約在詩的風華裡 : 東石漫士

詩集 / 吳露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12 .-- 208 面; 

23 公分 .-- (當代詩大系 ; 23) .-- ISBN 

978-986-0762-15-0 (平裝) NT$320  

1.吳露芳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沈雲龍先生傳 = The biography of Shen 

Yun-long / 陳三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46 面; 21 公分 .-- (史家薪

傳 ; 1) .-- ISBN 978-626-7036-53-2 (平

裝) NT$400  

1.沈雲龍 2.傳記  783.3886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1) = The diaries 
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,1961 / 吳
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
記 ; 84) .-- ISBN 978-626-7036-40-2 (平

裝) NT$400  

1.吳墉祥 2.臺灣傳記 3.臺灣史 4.史

料  783.3886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2) = The diaries 
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. 1962 / 吳
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
記 ; 85) .-- ISBN 978-626-7036-41-9 (平

裝) NT$400  

1.吳墉祥 2.臺灣傳記 3.臺灣史 4.史

料  783.3886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3) = The diaries 
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,1963 / 吳
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
記 ; 86) .-- ISBN 978-626-7036-42-6 (平

裝) NT$400  

1.吳墉祥 2.臺灣傳記 3.臺灣史 4.史

料  783.3886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4) = The diaries 
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. 1964 / 吳
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
記 ; 87) .-- ISBN 978-626-7036-43-3 (平

裝) NT$4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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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吳墉祥 2.臺灣傳記 3.臺灣史 4.史

料  783.3886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5) = The diaries 
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. 1965 / 吳
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
記 ; 88) .-- ISBN 978-626-7036-44-0 (平

裝) NT$400  

1.吳墉祥 2.臺灣傳記 3.臺灣史 4.史

料  783.3886  

快樂女人不會老 : 國民奶奶譚艾珍

的瀟灑人生 / 譚艾珍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00 面; 19 公分 .-- (mark ; 

169) .-- ISBN 978-986-0777-67-3 (平裝) 

NT$480  

1.譚艾珍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來自大溪 : 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

博士之路 / 江燦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

- (People ; 19) .-- ISBN 978-986-387-

506-2 (平裝) NT$360  

1.江燦騰 2.自傳 3.臺灣  783.3886  

承傳行踐 : 全方位管理學者的淬煉 = 

Passing the baton : becoming a 

renaissance management scholar / 陳明

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

(智勝經管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

640-8 (平裝) NT$600  

1.陳明哲 2.學術思想 3.自傳 4.臺灣  

783.3886  

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: 一個奉獻者的

最後剖白 / 施明德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

與 現 場  ; 310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41-2 (平裝) NT$420  

1.施明德 2.臺灣傳記 3.臺灣政治 4.

臺灣民主運動  783.3886  

施純全教授追思集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, 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432-2-2 (平裝)  

1.施純全 2.臺灣傳記 3.文集  

783.3886  

勇闖大蘋果!紐約的「受挫力」養成

課 / 翁琬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View)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76-4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翁琬柔 2.回憶錄 3.文化衝突 4.美

國  783.3886  

時代的眼光 : 新光三越創辦人吳東

興的百貨布局與服務創新 / 吳東興
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(People ; 474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70-5 (平裝) NT$480  

1.吳東興 2.百貨業 3.自傳 4.臺灣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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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慈濟傳播

人文志業基金會, 11011 .-- 35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7-4-5 (平裝)  

1.王志鴻 2.醫師 3.自傳 4.臺灣  

783.3886  

做個「農」的傳人 : 郭孟祥校長紀

念文集 / 王國安, 古佳峻編輯採訪 .-- 

屏東縣內埔鄉 :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, 

11011 .-- 19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060-3-4 (平裝)  

1.郭孟祥 2.臺灣傳記 3.文集  

783.3886  

黃旺成先生日記 / 黃旺成著 ; 許雪姬

編註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

研究所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7002-58-2 (第 22 冊:平裝) NT$350 .-- 

ISBN 978-626-7002-59-9 (第 22 冊:精

裝) NT$400  

1.黃旺成 2.臺灣傳記 3.臺灣史 4.史

料  783.3886  

無懼駭浪 : 謝志堅堅忍圖成 45 年的

海運生涯 / 謝志堅口述 ; 張佩芬執

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

23 公分 .-- (People ; 474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55-9 (平裝) NT$400  

1.謝志堅 2.航運業 3.自傳 4.臺灣  

783.3886  

葉盛吉獄中手稿與書信集 / 許雪姬, 

王麗蕉主編 .-- 新北市 : 國家人權博

物館 ;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

究所, 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79-7 (精裝) NT$500  

1.葉盛吉 2.傳記  783.3886  

跨越時代的府城文人 : 羅秀惠研究 / 

劉庭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12 面; 21

公分 .-- (人文系列 ; 97) .-- ISBN 978-

986-5600-49-5 (平裝) NT$600  

1.羅秀惠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經營之神王永慶傳奇 / 唐雙根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 

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1-14-9 (平裝)  

1.王永慶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歐鴻鍊回憶錄 / 歐鴻鍊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53-5-1 (平裝) NT$350  

1.歐鴻鍊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 : 劉進慶

思想評傳 / 邱士杰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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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440 面; 21

公分 .-- (臺灣研究先行者叢書 ; 5)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23-5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劉進慶 2.學術思想 3.臺灣經濟 4.

經濟分析 5.傳記  783.3886  

雙標余英時 : 浮華教主與徒眾 / 盧建

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屋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7-0-3 (平

裝) NT$400  

1.余英時 2.傳記  783.3886  

蘇秀玫的故事 : 一部經歷浴火重生

的回憶錄 / 蘇秀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南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64 面 ; 21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6127-5-4 (平裝) NT$200  

1.蘇秀玫 2.臺灣傳記  783.3886  

陳澄波全集. 第十八卷, 年譜 = Chen 

Cheng-Po corpus. volume 18, chronicle / 

蕭瓊瑞總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

術家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陳澄波

文化基金會,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

所發行, 11012 .-- 182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2-285-2 ( 精 裝 ) 

NT$1000  

1.陳澄波 2.年譜  783.3986  

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  / 尤迦南達

(Paramhansa Yogananda)著  ; 劉粹倫

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紅桌文化, 左

守創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1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04-4-7 (平裝) 

NT$5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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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尤迦南達(Yogananda, Paramahansa, 

1893-1952) 2.傳記 3.印度  783.718  

David Bowie : 百變前衛的大衛.鮑伊 / 

瑪麗亞.艾塞(María Hesse)作 .--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

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, 11101 .-- 16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62-1 (精

裝)  

1.鮑伊(Bowie, David) 2.搖滾樂 3.音樂

家 4.傳記 5.英國  784.18  

一位年輕自然學家的日記 / 達拉.麥

克阿納蒂(Dara McAnulty)著 ; 楊雅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春

山文藝 ; 22) .-- ISBN 978-626-95242-5-

9 (平裝) NT$400  

1.麥克阿納蒂(McAnulty, Dara) 2.自閉

症 3.傳記 4.英國  784.18  

彼得 2.0 : 我不會死去,而是即將進化。

全球首位賽博格回憶錄 / 彼得.史考

特-摩根(Peter Scott-Morgan)著 ; 孟令

函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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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 ; FS) .-- ISBN 

978-626-315-058-4 (平裝) NT$380  

1.史考特-摩根(Scott-Morgan, Peter) 2.

運動神經元疾病 3.科學家 4.回憶錄 

5.英國  784.18  

保育專家 : 珍古德 / 管家琪著 ; 徐建

國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

企業社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

(管家琪作品集. 人物故事 ; 2) .-- ISBN 

978-626-95433-0-4 (平裝) NT$340  

1.古德(Goodall, Jane, 1934- ) 2.傳記 3.

通俗作品 4.英國  784.18  

文 學 家 的 父 親  / 柯 姆 . 托 賓 (Colm 

Tóibín)著 ; 謝志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師

名 作 坊  ; 182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06-1 (平裝) NT$380  

1.王爾德(Wilde, Oscar, 1854-1900.) 2.

葉慈(Yeats, W. B.(William Butler), 

1865-1939.) 3.喬伊斯(Joyce, James, 

1882-1941.) 4.作家 5.傳記 6.愛爾蘭  

784.192  

薩德 / 香塔勒.托瑪(Chantal Thomas)

著 ; 沈亞男譯 .-- 一版 .-- 高雄市 : 無

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30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批判系列)((奪

朱)社會政治批判叢書 ; 17) .-- ISBN 

978-986-06019-7-8 (平裝) NT$380  

1.薩德(Sade, Marquis de, 1740-1814) 2.

學術思想 3.傳記 4.法國  784.28  

佛洛伊德自傳  / 佛洛伊德(Sigmund 

Freud)著 ; 李政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451-1 (平裝) NT$380  

1.佛洛伊德(Freud, Sigmund, 1856-

1939) 2.傳記 3.學術思想 4.精神分析

學  784.38  

我的人生 : 玩得認真,認真地玩 : 極簡

平面設計巨匠約瑟夫.穆勒-布洛克曼 

/ 約瑟夫 .穆勒-布洛克曼(Josef Mü

ller-Brockmann)作 ; 李漢庭譯 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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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64 面; 23 公

分 .-- (Zeitgeist 時代精神 ; FZ2008) .-- 

ISBN 978-626-315-053-9 ( 精 裝 ) 

NT$880  

1.穆勒-布洛克曼(Müller-Brockmann, 

Josef, 1914-1996) 2.學術思想 3.平面

設計 4.傳記  784.488  

清末高官比利时人 : 保禄.林辅臣的

生平(1842 布鲁塞尔-1906 西安) / 林

安妮(Anne Splingaerd Megowan)著 ; 刘

悦, 张畅译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明

出版社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正

體題名:清末高官比利時人: 保祿.林

輔臣的生平(1842 布魯塞爾-1906 西

安) .-- ISBN 978-957-8597-20-4 (平裝)  

1.(清)林輔臣 2.傳記 3.比利時  

784.718  

清末高官比利時人 : 保祿.林輔臣的

生平(1842 布魯塞爾-1906 西安) / 林

安妮(Anne Splingaerd Megowan)著 ; 劉

悅, 張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明

出版社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8597-21-1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(清)林輔臣 2.傳記 3.比利時  

784.718  

外星人選中的科學家. 2, 外星女跨界

神奇指導  / 威廉 .米爾斯 .湯普金斯

(William Mills Tompkins)著 ; 傅鶴齡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喜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星

際傳訊 ; 2) .-- ISBN 978-626-95202-2-0 

(平裝) NT$450  

1.湯普金斯(Tompkins, William Mills) 

2.不明飛行體 3.回憶錄 4.美國  

785.28  

我的美國之旅 : 鮑威爾將軍自傳 / 柯

林.鮑威爾, 約瑟夫.波斯科著 ; 蕭美惠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45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69-49-5 (平裝) NT$540  

1.鮑威爾(Powell, Colin L.) 2.自傳 3.美

國  785.28  

依 然 相 信  / 傑 瑞 米 . 坎 普 (Jeremy 

Camp), 大衛.湯瑪士(David Thomas)合

著 ; 高紫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

示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Soul 系

列 ; 61) .-- ISBN 978-986-06832-8-8 (平

裝) NT$320  

1.坎普(Camp, Jeremy) 2.基督徒 3.音

樂家 4.回憶錄 5.美國  785.28  

科學奇才 : 費曼 / 管家琪著 ; 徐建國

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

業社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管

家琪作品集. 人物故事 ; 1) .-- ISBN 

978-986-06885-9-7 (平裝) NT$340  

1.費曼(Feynman, Richard Phillips, 

1918-1988) 2.科學家 3.傳記 4.通俗作

品 5.美國  785.28  

傑夫.伊梅特 : 帶領美國百年企業奇

異走過 16 年風雨的剖心自白 / 傑夫.

伊梅特(Jeff Immelt)著 ; 林錦慧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

- (視野 ; 89) .-- ISBN 978-986-0795-99-

8 (平裝) NT$480  

1.伊梅特(Immelt, Jeff) 2.企業領導 3.

回憶錄 4.美國  785.28  

汶水相房黃氏族譜 / 黃金昌總編輯 .-

- 金門縣金沙鎮 : 金門縣汶水黃氏宗

親會, 11012 .-- 5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81-0-1 (精裝)  

1.黃氏 2.族譜  789.2  

續修<<南澳-臺灣張氏族譜>> : 河南-

西林-南澳-臺灣 / 張菀琤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張菀琤, 11101 .-

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540-8 (平裝)  

1.張氏 2.族譜  789.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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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考古 

文物保存維護年刊. 2019 = Journal of 

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of 

Cultural Relics / 張元鳳總編輯 .-- 臺北

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物保存維

護研究發展中心, 11012 .-- 16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8-04-7 (平裝)  

1.文物保存維護 2.期刊  790.7205  

石拓藏珍 : 館藏全臺佚失碑碣拓本

輯選 = A collection of rubbings about 

lost steles of Taiwan / 何孟侯編著 .-- 

[ 南 投 市 ] : 國 史 館 臺 灣 文 獻 館 , 

11011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4-59-2 (平裝) NT$500  

1.碑碣 2.拓片 3.圖錄 4.臺灣  794.5  

館 藏丁念 先捐 贈隋唐 碑拓 選輯  = 

Selected Sui and Tang Stele Rubbings 

Donated to the NMH by Ting Nien-hsien 

/ 翟振孝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

立歷史博物館, 11011 .-- 178 面; 3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72-8 (精裝) 

NT$2000  

1.碑碣 2.拓片 3.隋唐  794.5  

覽碑懷古 : 東西橫貫公路另頁史實 / 

蕭世瓊, 馬魁瑞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

縣秀林鄉 :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, 

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6-52-8 (精裝) NT$250  

1.碑碣 2.太魯閣國家公園  794.5  

古代漆器華彩 / 林元茂著 .-- 初版 .-- 

新竹縣竹北市 : 方集出版社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71-321-9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漆器 2.漆藝  796.94  

世界金字塔百科 : 從印尼、拉丁美

洲到埃及的古文明巡禮,一探人類史

上最大建築奧祕 / 河江肖剩, 佐藤悅

夫等作 ; 哲彥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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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60 面; 26

公分  .-- (Sasugas ; KJ2042) .-- ISBN 

978-986-289-687-7 (精裝) NT$650  

1.金字塔 2.考古學  798.82  

第十三號事件簿 : 你所不知的十三

行 = The book of Shishanhang secrets .-

- 新北市 :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, 

11012 .-- 72 面; 20X28 公分 .-- (十三

行 博 物 館 考 古 教 育 系 列 ) .-- ISBN 

978-986-5462-70-3 (精裝) NT$600  

1.十三行史前文化 2.繪本  799.933  

語言/文學類 

語言文字學 

語言學 : 結構、認知與文化的探索 = 

Studies in diversity linguistics / 黃宣範, 

連金發, 蘇以文, 呂佳蓉, 馮怡蓁, 邱

振豪, 盧郁安, 宋麗梅, 鄭奕揚, 江文

瑜, 黃文怡, 林智凱, 張顯達, 徐嘉慧, 

李佳霖, 戴浩一, 蔡素娟, 謝舒凱, 陳

信希作 ; 黃宣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

立臺灣大學發行, 11012 .-- 47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49-5 (平裝) 

NT$700  

1.語言學  800  

閱讀寫作公開課 : 大學老師神救援,

國文上課不無聊! / 王厚森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

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0 面; 

21 公分 .-- (Magic ; 27) .-- ISBN 978-

986-387-511-6 (平裝)  

1.漢語教學 2.閱讀指導 3.寫作法  

802.03  

這個詞,原來是這個意思(精選輯 365) 

/ 許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5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

148-7 (平裝) NT$499  

1.漢語 2.詞源學  802.18  

篆刻篆書字典 / 李鐵良撰著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6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710-842-5 (平裝) NT$540  

1.篆書 2.篆刻 3.字典  802.294041  

高雄市小港區大林蒲閩南話研究  / 

謝孟宓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行政法

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, 巨流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6 面; 23 公

分 .-- (高雄研究叢刊 ; 第 11 種) .-- 

ISBN 978-986-5465-66-7 (平裝附隨身

碟) NT$500  

1.閩南語 2.比較方言學 3.高雄市小

港區  802.5232  

讀客家俗諺.學客語字音字形 / 鄭明

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45-0 (平裝) 

NT$260  

1.客語 2.語音 3.諺語  802.52388  

*(高普考)國文 :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/ 

張良, 方華編著 .-- 第二十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28-1 (平裝)  

1.漢語 2.應用文 3.公文程式  

802.791  

(司法特考)超級犯規!國文測驗高分

關鍵的七堂課 / 李宜藍編著 .-- 第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60-1 (平裝)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  

(高普考)超級犯規!國文測驗高分關

鍵的七堂課 / 李宜藍編著 .-- 第七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59-5 (平裝)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  

Incredible Mandarin / 國立清華大學華

語中心, 陳淑芬, 陳慶華, 劉殿敏, 張

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8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34-4 (平裝) 

NT$240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6  

洋弟子學論語 / 劉亮吟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55-2 (平裝) NT$300  

1.漢語 2.讀本  802.86  

世界最強日語 50 音記憶口訣(日文合

格點讀筆版) / 懶鬼子英日語編輯群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樂學舍數位教

育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2-1-4 (平裝附

光碟片) NT$699  

1.日語 2.語音 3.假名  803.1134  

生活日語圖解單字王 / 王琳詔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480 面; 1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1-620-2 (平裝)  

1.日語 2.詞彙  803.12  

連日本人都驚呆的日文單字心智地

圖(日文合格點讀筆版) / 前田美紀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樂學舍數位教

育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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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2-0-7 (平裝附

光碟片) NT$699  

1.日語 2.詞彙  803.12  

世界最強日文文法(日文合格點讀筆

版) / 桶田宜加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樂學舍數位教育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20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492-2-1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699  

1.日語 2.語法  803.16  

學完五十音之後 : 給初學日文者的

十堂文法課 / 蔣孝佩著 .-- 初版 .-- [臺

北市]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影音版 .-- 

ISBN 978-986-5507-95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日語 2.語法  803.16  

日本鬼秘話 : Nippon 所藏日語嚴選

講座 / EZ Japan 編輯部, 月翔, 游翔皓, 

王文萱, 林立萍著 ; 田中裕也翻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8 公分 .-

- (Nippon 所藏 ; 15)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98-1 (平裝) NT$400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生活情境日本語 = ドコデモ日本語 / 

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材編輯委

員會作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5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16-5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來學日本語. 中上級 / 日本語教育教

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 : 尚昂文化事業國際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(初級到高

級一 貫系 列  ; 5) .-- ISBN 978-986-

99527-6-7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20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給大專生的工商實用日語(手機版) / 

王敏東, 黎立仁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4-

32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300  

1.日語 2.讀本  803.18  

漫畫直播學習! : 日本人天天必說 24

小時生活日語 / 近藤彩子, 松田義人, 

野本千尋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

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40-1 (平

裝) NT$280  

1.日語 2.讀本 3.漫畫  803.18  

日文派對 : 從菜鳥變身會話達人 / 赤

名莉香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捷徑

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(日語學習 ; 4) .-- ISBN 

978-986-5507-94-7 (平裝) NT$320  

1.日語 2.會話  803.188  

日本人每天必說的 125 句 / 林崎惠美, 

山本峰規子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笛

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八方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710-838-8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日語 2.會話 3.漫畫  803.188  

日本語基本 1600 會話生活、旅遊、

交友用這本就夠啦! / 吉松由美, 田中

陽子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實用日語 ; 3) .-- ISBN 978-

986-246-660-5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60  

1.日語 2.會話  803.188  

超迷你日語會話 / 朱讌欣, 田中紀子

合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101 .-

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日語通 ; 5) .-- 

ISBN 978-986-5544-62-1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320  

1.日語 2.會話  803.188  

全攻略新日本語能力試験 : N1 文字

語彙問題集 / 日本語駆け込み寺著 .-

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尚昂文化事業國際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527-7-4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合格必勝!N1 新日檢 : 必考文法總整

理 / 劉文照, 海老原博編著 .-- 三版 .-

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10-839-5 (平裝) NT$340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朗讀 QR Code 精修關鍵字版新制對

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 N5 / 吉松

由美, 千田晴夫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

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6 面; 21

公分 .-- (日檢智庫 QR Code ; 6) .-- 

ISBN 978-986-246-659-9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355  
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合格!全攻略新制日檢 N2 必背

必出單字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

惠子, 千田晴夫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

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76 面; 21

公分 .-- (絕對合格 ; 36) .-- ISBN 978-

986-246-658-2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99  
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絕對合格全攻略!新制日檢 N3 必背

必出閱讀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

惠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

(絕對合格 ; 29) .-- ISBN 978-986-246-

657-5 (平裝) NT$360  

1.日語 2.讀本 3.能力測驗  803.189  

標準韓國語正確拼讀 / 金周㥥著 .-- 

新北市 : 國際學村出版社, 11101 .-- 

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

197-3 (平裝) NT$399  

1.韓語 2.讀本  803.28  

茄苳腳褒歌 : 南投縣南投市嘉和社

區台語文讀本 / 陳富新主編 .-- 初

版 .-- 南投市 : 南投縣南投市嘉和社

區發展協會, 11011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4-0-6 (平裝)  

1.臺語 2.讀本  803.38  

陪你快樂學越南語 / 曾秀珠, 林綺琴, 

武氏金容, 杜氏明玉, 黃日麗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00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94-1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越南語 2.讀本  803.798  

Lmuhuw 語典 : 泰雅族口述傳統重要

語彙匯編 / 林明福(Watan Tanga)總編

篡 .-- 臺中市 :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2-482-

7 (全套:平裝) NT$700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81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350  

1.泰雅語 2.語彙 3.詞典  803.99113  

巴 宰 語 辭 典  = PAZEH BUBIZU A 

KAKAWAS / 潘文輝主編 .-- 南投縣

埔里鎮 :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國民小

學, 11011 .-- 27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2-85-1 (精裝)  

1.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巴宰語 3.詞

典  803.9993  

matitaukat 說道卡斯語 : 道卡斯語基

礎教材 / 劉秋雲主編 .-- 苗栗縣後龍

鎮 : 苗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, 11012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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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505-2-3 (精裝)  

1.道卡斯語 2.聲韻 3.教材  803.9994  

(鐵路特考)鐵路英文 / 歐森編著 .-- 第

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1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58-8 (平裝)  

1.英語  805.1  

和 全 球 做 生 意  : 通 訊 軟 體 + 電 話

+Email 必備英語 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1-618-9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1.商業英文 2.商業書信 3.電子郵件  

805.1  

PVQC 美容彩妝專業英文詞彙全收

錄 / e 檢研究團隊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89-1 (平裝)  

1.英語 2.美容 3.詞彙  805.12  

PVQC 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/ 

戴建耘, e 檢研究團隊編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88-4 (平裝)  

1.英語 2.電腦 3.詞彙  805.12  

PVQC 電機與電子專業英文詞彙全

收錄含自我診斷 Demo 版 / 戴建耘, e

檢研究團隊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74-7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PVQC 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

彙全 收錄含自我診 斷 Demo 版  = 

PVQC digital multimedia and design 

specialist & expert / e 檢研究團隊編
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76-1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PVQC 機械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含

自我診斷 Demo 版 / 戴建耘, e 檢研究

團隊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72-3 (平

裝)  

1.英語 2.機械 3.詞彙  805.12  

PVQC 餐飲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/ e

檢研究團隊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87-7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3.餐飲業  805.12  

PVQC 觀光旅運專業英文詞彙全收

錄含自我診斷 Demo 版 / e 檢研究團

隊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1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73-0 (平裝)  

1.英語 2.旅遊 3.詞彙  805.12  

全新制 7,000 單字放口袋 : 完全收錄

111 學年度新課綱單字 / 蘇秦, Chris 

Forbrook 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

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40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177-7 (平裝) 

NT$349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基礎英文字彙力 2000 隨身讀 / 三民

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446 面; 19 公分 .-- (英語 Make Me 

High 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14-7360-4 

(平裝)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2  

臺 灣 雙 語 調 音 首 冊  = MI® tuning 

handbook(with MI® voice) / 李 佳 蒨
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實似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出版  : 雙母語學殿發行 , 

11012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點讀版 .-- 

ISBN 978-986-99441-9-9 ( 精 裝 ) 

NT$330  

1.英語 2.發音  805.141  

雙母語調音字典 / 王心緹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實似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出版 : 雙母語學殿發行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99441-8-2 (全套:

精裝) NT$2000  

1.英語 2.發音 3.字典  805.141  

英文文法滿分筆記 : 重點整理 x 相應

習題 隨學隨練才能實戰必勝 / 蔡文

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出

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68 面; 23

公分 .-- (原來如此 ; E253) .-- ISBN 

978-986-5507-96-1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語法  805.16  

核心文法全面掌握,英語學習超高效 

/ 許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含章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94 面; 21 公分 .-- 

(易人外語 ; E0054) .-- ISBN 978-626-

95074-4-3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語法  805.16  

英語自學策略 : 打造英文寫作能力 / 

Michael Yang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97-00-7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英語 2.寫作法  805.17  

(高普考)捷徑公職英文 : 沒有基礎也

能快速奪高分 / 德芬編著 .-- 第八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88-5 (平裝)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如何用英文解釋中華文化 : 名勝古

蹟 X 飲食文化 X 節日習俗 X 歷史脈

絡 / 楊天慶編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516-967-1 (平裝) NT$420  

1.英語 2.導遊 3.讀本  805.18  

英文閱讀特訓班. 初級篇 = Reading 

smart, beginner 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

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1-617-2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商用英文 / 邱怡慧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, -

191100 .-- 163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用

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49-2 (第 2 冊:

平裝) NT$350  

1.商業英文 2.讀本  805.18  

新聞聽力全面掌握,英語學習超高效 

/ 許豪英語教學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[臺

北市] : 含章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16 面; 

21 公分 .-- (易人外語 ; E0055) .-- ISBN 

978-626-95074-5-0 (平裝) NT$35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  

寫給學生的臨床醫學英語 : 案例演

練輕鬆學 / 飯田恭子原著 ; 黃莊彥, 

王姿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

書出版社, 1110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68-438-1 (平裝)  

1.英語 2.醫學 3.讀本  805.18  

可以馬上學會的超強英語會話課  / 

張瑪麗, Lily Thomas 合著 .-- 新北市 : 

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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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(英語系列 ; 75) .-- ISBN 

978-626-95048-7-9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33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
就是這一本,超實用的旅遊英語 / 雅

典英研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

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 

15 公分 .-- (全民學英文 ; 63) .-- ISBN 

978-626-95008-8-8 (平裝) NT$320  

1.英語 2.旅遊 3.會話  805.188  

超 迷 你 英 語 會 話  / 張 小 怡 , Doris 

Shetley 合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

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英語通 ; 

12) .-- ISBN 978-986-5544-60-7 (平裝

附光碟片) NT$320  

1.英語 2.會話  805.188  

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: 閱讀實戰

力 Level Up!(詳解本) / 賴世雄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

- (常春藤全民英檢系列 ; G63-2) .-- 

ISBN 978-626-95230-9-2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92  

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寫作

必考題型 : 符合最新「素養導向」

出題趨勢,收錄千題寫作能力密集訓

練,準備英檢複試分量最充足! / 國際

語言中心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國際學村出版社, 11101 .-- 42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96-6 (平

裝) NT$450  

1.英語 2.作文  805.1892  

全民英檢初級必考單字片語 / 孫敏

華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12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英檢系列 ; 6) .-- 

ISBN 978-986-5544-61-4 (平裝附光碟

片) NT$320  

1.英語 2.詞彙 3.慣用語  805.1892  

新 制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口 說 測 驗  = 

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: 

elementary speaking / 郭慧敏編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5-971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200  

1.英語 2.讀本  805.1892  

新 制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寫 作 測 驗  = 

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: 

elementary writing / 郭慧敏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5-970-4 (平裝) NT$200  

1.英語 2.作文  805.1892  

TOEFL ITP®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. 

I = Official guide to the TOEFL ITP® 

tests. vol.1 / ETS®作 ; TOEFL ITP®臺

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編輯

委員會編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忠欣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2983-6-0 (平裝附

光碟片) NT$800  

1.托福考試 2.考試指南  805.1894  

魔鬼訓練 新托福聽力 120 / 韋爾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

(考用英語系列 ; 35) .-- ISBN 978-986-

06095-9-2 (平裝) NT$520  

1.托福考試  805.1894  

New TOEIC 新制多益奇蹟筆記書 / 

Kwon Oh-kyung 作 ; 戴嘉緹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出版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92-3-5 (平裝) NT$240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TOEIC Bridge®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

南. II = TOEIC Bridge® official test-

preparation guide. vol.2 / ETS® 作  ; 

TOEIC Bridge®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

份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譯 ; 張秀

帆, 李海碩翻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

忠欣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2983-5-3 (平

裝附光碟片) NT$680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TOEIC® Essential Vocabulary Builder : 

TOEIC®測驗關鍵字彙書 / ETS®作 ; 

TOEIC®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

限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譯 .-- 再版 .-- 臺

北市 :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360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2983-7-7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650  
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 805.1895  

新制多益必勝 5 回滿分實戰攻略 : 黃

金 試 題 1000 題 ( 試 題 + 解 析 雙 書

版)(寂天雲隨身聽 APP) / PAGODA 

Academy 作 ; 蔡裴驊, 關亭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60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0-086-5 (16K 平裝)  

1.多益測驗  805.1895  

完全命中 GRE 高頻單字 / 江正文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68-7-1 (平裝) NT$499  

1.英語 2.詞彙  805.1896  

聖 經 亞 蘭 文  / 簡 思 德 (Scott N. 

Callaham)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浸

宣出版社, 11011 .-- 273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8967-3-3 (平裝)  

1.聖經 2.阿拉米亞語 3.語法  807.76  

文學 

子彈寫作 : 25 發狩獵式寫作技巧,只

要三行文字就能擊中人心 / 近藤康

太郎著 ; 李佳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91-0 (平裝) NT$380  

1.寫作法  811.1  

論文寫作演繹 / 張高評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72-9 (平裝) NT$450  

1.論文寫作法  811.4  

本地化翻譯專案管理入門 / 謝宗豪, 

何妤柔, 張芸瑄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42-

3 (平裝) NT$360  

1.翻譯 2.專案管理  811.7  

電玩翻譯 : 新手譯者的生存攻略 / 徐

昊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8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94-7 (平裝) 

NT$320  

1.翻譯 2.電腦遊戲  811.7  

時間的灰燼 : 現代文學短論集 / 徐錦

成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8 面; 21

公 分  .-- ( 語 言 文 學 類  ; 

PG2678)(Viewpoint ; 60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626-7088-03-6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1.文學評論 2.現代文學 3.世界文學  

812  

異域之華 : <牡丹燈記>與江戶文藝 / 

蕭涵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

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89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81-7 (平裝) 

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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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文學評論 2.中國小說 3.日本文學  

812  

小說欣賞新視野 : 敘事學入門 / 胡緯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 

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研究叢

書) .-- ISBN 978-626-95091-2-6 (平裝) 

NT$360  

1.小說 2.文學評論  812.7  

如果文學很簡單,我們也不用這麼辛

苦 / 郭強生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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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4-076-9 (平裝) NT$380  

1.小說 2.文學評論  812.7  

*福爾摩莎詩選 . 2020-2021 淡水  = 

Anthology of Formosa poetry : Tamsui 

2020-2021 / 李魁賢編 .-- 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誠邦企管顧問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486-4-3 (平裝) NT$300  

 813.1  

孤絕之島 : 後疫情時代的我們 / 黃宗

潔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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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52

面; 21 公分 .-- (我愛讀 ; 110) .-- ISBN 

978-626-314-079-0 (平裝) NT$450  

 813.4  

擁抱兒童之愛文集 : 始於愛的傳承 / 

唐淑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51-6 (平裝)  

 815.93  

中國文學 

天光雲影共徘徊 : 歐麗娟品讀古詩

詞 / 歐麗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08-6140-2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08-6141-9 (下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08-6142-6 

(全套:平裝)  

1.中國古典文學 2.文學評論  820.7  

文豪酒癮診斷書  / 廖泊喬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聯經文庫) .-- ISBN 978-957-08-6134-

1 (平裝)  

1.中國文學 2.文學評論 3.飲酒  

820.7  

中國佛教文學史 / 蕭麗華, 胡素華, 吳

靜宜, 梁麗玲, 紀志昌, 許聖和, 黃東

陽, 林仁昱, 楊明璋, 涂艷秋, 劉苑如, 

曾堯民作 ; 蕭麗華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

雄 市  : 佛 光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5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57-605-0 (上冊:精裝)  

1.中國文學史 2.佛教文學 3.文學評

論  820.9  

清代文學與翻譯 / 李奭學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

研究所, 11012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

(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

哲專刊 ; 57) .-- ISBN 978-626-7002-57-

5 (平裝) NT$450  

1.清代文學 2.翻譯  820.907  

一九四九以後民國文學在東南亞的

流動 / 黃月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文史哲出版社, 11012 .-- 444 面; 21 公

分 .-- (民國文學與文化系列論叢 ; 

12) .-- ISBN 978-986-314-578-3 (平裝) 

NT$540  

1.中國文學史 2.現代文學 3.文學評

論 4.東南亞  820.908  

中國戲劇與劇場史 / 徐之卉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

11012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74-0-1 (平裝) NT$500  

1.戲曲史 2.中國戲劇  820.94  

迦陵各體詩文吟誦全集 / 葉嘉瑩作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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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(葉嘉瑩作

品集 ; 24) .-- ISBN 978-626-7063-06-4 

(精裝) NT$680  

1.中國詩 2.詩文吟唱  821.4  

現代散文構成論  / 鄭明娳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3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5-1879-4 (平裝) NT$400  

1.散文 2.現代文學 3.文學理論  

825.8  

中國文學總集 

溫柔靠岸 : 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

第 42 屆 / 盧美杏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
人間 ; 339) .-- ISBN 978-957-13-9697-2 

(平裝) NT$480  

 830.86  

琢磨論詩,永以為好 : 民國以來<<詩

經>>研究論集 / 邱惠芬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學研究

叢書. 經學史研究叢刊 ; 501031) .-- 

ISBN 978-986-478-548-3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詩經 2.研究考訂 3.文集  831.18  

海内外华语诗人自选诗. 2021 / 伊夫

主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驛鯨文化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正

體題名:海內外華語詩人自選詩  .-- 

ISBN 978-986-96469-9-4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 831.8  

國文 / 廖芮茵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

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用書 .-- ISBN 978-

957-572-645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450  

1.國文科 2.讀本  836  

中國文學別集 

巴黎的鱗爪 / 徐志摩著 .-- 初版 .-- [新

北市]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2 .-- 

192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503-7-2 (平裝)  

 848.4  

魯迅雜文之偽自由書 / 魯迅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5-32-1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48.4  

茶后絮语 / 周昌益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11 .-- 350 面; 

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茶後絮語 .-- 

ISBN 978-986-06898-8-4 ( 平 裝 ) 

NT$560  

 848.7  

島國人語 / 章良我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

- (釀文學 ; 263) .-- B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68-3 (平裝) NT$260  

 848.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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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
各體文學 

砂拉越華文文學的價值 / 李瑞騰著 .-

- 臺北市 : 文訊雜誌社, 11012 .-- 208

面; 21 公分 .-- (文訊書系 ; 16) .-- ISBN 

978-986-6102-80-6 (平裝)  

1.海外華文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集  

850.92  

江山剩此樓 : 陸之駿詩集 / 陸之駿

著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釀 出 版 , 

11012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(讀詩人) .-

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76-8 

(平裝) NT$280  

 851.4  

人間祇有躬耕是 : 陸游的農村世界 / 

王柏鐺編著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虎尾

鎮 : 神農廣播雜誌社, 11101 .-- 224 面; 

30 公分 .-- (神農廣播文學叢書 ; 60) .-

- ISBN 978-986-95119-9-5 (平裝)  

 851.4523  

西流湖 / 簡單著 .-- 臺北市 : 東籬出

版社, 11011 .-- 13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832-4-2 (平裝) NT$360  

 851.487  

唯美主義 : 樂軒詩選 / 樂軒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53-0 (平裝) NT$120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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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9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75-1 ( 平 裝 ) 

NT$220  

 851.487  

輪迴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
出版, 1101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(徐

訏文集. 新詩卷 ; 6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74-4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 851.487  

有一種豁達,叫「蘇東坡」 : 賞讀詞

人的快意人生 / 蘇淑芬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LEARN 系列 ; 62) .-- ISBN 978-957-

13-9774-0 (平裝) NT$380  

1.(宋)蘇軾 2.宋詞 3.詞論  852.4516  

茶金創作全紀錄 : 劇本.影像.訪談 = 

Gold leaf / 徐彥萍編劇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12 面; 23 公

分 .-- (印刻文學 ; 671) .-- ISBN 978-

986-387-512-3 (平裝) NT$600  

 854.8  

光陰走過的南方  / 辛金順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卯月霽商行 ; 臺南市 : 

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(臺南作家作品集. 第 11 輯 ; 

70) .-- ISBN 978-626-95414-1-6 (平裝)  

 855  

*何華的一天 / 何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爾雅叢書 ; 686) .-

- ISBN 978-957-639-658-8 ( 平 裝 ) 

NT$260  

 855  

拚命無恙 / 林夕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

司, 11101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散

文) .-- ISBN 978-626-95445-1-6 (平裝) 

NT$380  

 855  

理直氣壯的走彎路,每一步都值得眷

顧 / 尹維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42-9 (平裝) NT$350  

 855  

斑斓岁月 : 练美嘉作品选 / 练美嘉

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

11011 .-- 300 面; 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
斑斕歲月 : 練美嘉作品選  .-- ISBN 

978-626-95476-0-9 (平裝) NT$480  

 855  

魯迅散文合集 / 魯迅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2 .-- 

352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503-9-6 (平裝)  

 855  

鏤空與浮雕. II / 范俊奇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

方法 ; 197) .-- ISBN 978-626-95316-3-9 

(平裝) NT$420  

 855  

願時間善待我們的不期而遇 / 崩井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香港商亮光文

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, 11012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45-0-

9 (平裝) NT$320  

 855  

願時間善待我們的不期而遇 : 台灣

風景.你我相遇 / 崩井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台

灣分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445-2-3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 855  

聯對寫作 / 陳振順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

蓮市 : 陳振順, 11011 .-- 20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53-8 (平裝) 

NT$2500  

1.對聯  856.6  

少年讀世說新語. 3, 思潮下的智慧 / 

張小椿編著 ; 25 度繪圖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5-377-6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1.世說新語 2.通俗作品  857.1351  

教你看懂世說新語 / (南朝宋)劉義慶

著 ; 許汝紘注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高

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272 面; 21 公分 .-- (What's vision ; 29) .-

- ISBN 978-986-06376-5-6 (平裝)  

1.世說新語 2.研究考訂  857.1351  

三國演義 / 羅貫中編著 .-- 新北市 : 啟

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

21X23 公分 .-- (經典名著 ; 12) .-- ISBN 

978-986-06648-6-7 ( 下 冊 : 平 裝 ) 

NT$380  

 857.4523  

最強圖解.一次讀透三國演義 / 羅貫

中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創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068-55-0 (平裝) 

NT$300  

 857.4523  

西遊記 / 吳承恩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644 面; 21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新刊) .-

- ISBN 978-957-08-6133-4 (上冊:平裝) 

NT$280  

 857.47  

西遊記之修行義趣白話註解. 第一冊, 

第 31 回至 61 回 / 寶雲居士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侯劉昆蘭出版 ; [新竹

縣竹北市] : 慧森有限公司總經銷 , 

11011 .-- 408 面; 30 公分 .-- (藥師山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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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叢書 ; 27) .-- ISBN 978-957-43-9548-

4 (平裝)  

1.西遊記 2.研究考訂  857.47  

紅樓夢 / 曹雪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

(文化中國 ; CC072-CC074) .-- ISBN 

978-986-388-152-0 ( 上 卷 : 平 裝 ) 

NT$660 .-- ISBN 978-986-388-153-7 (中

卷 :平裝 ) NT$680 .-- ISBN 978-986-

388-154-4 (下卷:平裝) NT$640  

 857.49  

浪漫文學 : 紅樓夢與四大崑劇 / 朱嘉

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06-1 (平裝) 

NT$320  

1.紅學 2.文學美學 3.研究考訂 4.崑

劇  857.49  

魯迅小說全集 / 魯迅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2 .-- 

464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503-8-9 (平裝)  

 857.6  

彼岸 / 懋透影, 無樹著 .-- 初版 .-- 高

雄 市  : 佛 光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第十一屆

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短篇歷史小說

得獎作品集 )(藝文叢書  ; 8059) .-- 

ISBN 978-957-457-610-4 (平裝)  

 857.61  

人子 : 鹿橋寫給九歲至九十九歲孩

子的寓言故事 / 鹿橋著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102 .-- 320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Muses) .-- ISBN 978-957-05-3386-6 (平

裝) NT$430  

 857.63  

阿 Q 正傳 / 魯迅著 .-- 二版 .-- [新北

市]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2 .-- 27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3-5-

8 (平裝)  

 857.63  

廊橋都知道 / 張翎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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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新人

間 叢 書  ; 340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75-7 (平裝) NT$380  

 857.63  

二零四八十月 / 烏托盟邦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

11101 .-- 7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2-12-9 (平裝) NT$380  

 857.7  

小官女擇婿 / 墨墨雪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3701-E113703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371-2 (卷 1:平裝) 
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72-9 (卷
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73-6 (卷 3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小船兒上的天窗 : 大時代的小城故

事 1954-2016 / 馬文海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300 面; 21 公

分 .-- (釀小說 ; 123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78-2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 857.7  

三國疑雲 / 水的龍翔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36-

9 (第 1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37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270 .-

- ISBN 978-626-7025-38-3 (第 3 冊:平

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626-7025-39-

0 (第 4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40-6 (第 5 冊:平裝) NT$270 .-

- ISBN 978-626-7025-41-3 (第 6 冊:平

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626-7025-42-

0 (第 7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43-7 (第 8 冊:平裝) NT$270 .-

- ISBN 978-626-7025-44-4 (第 9 冊:平

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626-7025-45-

1 (第 10 冊:平裝) NT$270  

 857.7  

月光下的藍調 / 飛鳥海魚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60-8 (平裝) NT$350  

 857.7  

太后有喜 / 漁歌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- 冊 .-

- (藍海系列  ; E113501-E113502)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65-1 (上冊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366-8 (下

冊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月光變奏曲 / 青浼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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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355-

3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56-0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57-7 (第 5 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天芳 / 云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知

翎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(愛讀 ; L162-

L167) .-- ISBN 978-957-787-353-8 (第 1

冊 :平裝 ) NT$280 .-- ISBN 978-957-

787-354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.-- 

ISBN 978-957-787-355-2 (第 3 冊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57-787-356-9 (第

4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57-

787-357-6 (第 5 冊:平裝) NT$280 .-- 

ISBN 978-957-787-358-3 (第 6 冊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57-787-359-0 (全

套:平裝) NT$1680  

 857.7  

半星 / 丁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知

翎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(愛讀 ; L171-

L173) .-- ISBN 978-957-787-360-6 (上

冊 :平裝 ) NT$280 .-- ISBN 978-957-

787-361-3 ( 中 冊 : 平 裝 ) NT$280 .-- 

ISBN 978-957-787-362-0 (下冊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57-787-363-7 (全

套:平裝) NT$840  

 857.7  

光之祭司 = Priest of light / 香草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

出 版  : 蓋 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24 面; 20 公分 .-- (fresh ; 

PS183-) .-- ISBN 978-986-06010-6-0 (第

6 冊:平裝) NT$199  

 857.7  

全世界都在等我們分手 / 不是風動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冊 .-- (架空之都)(永恆書系-

橫) .-- ISBN 978-986-505-228-7 (全套:

平裝) NT$1140  

 857.7  

共命鳥 / 李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11 .-- 414 面; 

21 公分 .-- (現代小說 ; 2) .-- ISBN 978-

986-0762-10-5 (平裝) NT$320  

 857.7  

米袋福妻 / 浮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

(文創風 ; 1016-1019)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74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75-7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76-4 (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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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77-1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沒有名字的人. 5 / FOXFOXBEE 作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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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5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82-9 (平裝)  

 857.7  

非人類公所值勤日誌 / 醉飲長歌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
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

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4-56-6 (第 3 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孤王寡女 / 姒錦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388-6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311-

389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90-9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290  

 857.7  

食尚千金 / 霜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- 

(文創風 ; 1025-1027)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83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84-9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85-6 (第

3 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星漢燦爛,幸甚至哉 / 關心則亂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知翎文化, 11101 .-- 

冊 .-- (流火選 ; F140-F145) .-- ISBN 

978-957-787-364-4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300 .-- ISBN 978-957-787-365-1 (第

2 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57-

787-366-8 (第 3 冊:平裝) NT$300 .-- 

ISBN 978-957-787-367-5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300 .-- ISBN 978-957-787-368-2 (第

5 冊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57-

787-369-9 (第 6 冊:平裝) NT$300 .-- 

ISBN 978-957-787-370-5 (全套:平裝) 

NT$1800  

 857.7  

原來你是這樣的宋醫生 / 夜雪著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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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309-2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310-8 (下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311-5 

(全套:平裝)  

 857.7  

原來我很愛你 / 木浮生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391-

6 (上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92-3 (下冊:平裝) NT$320  

 857.7  

國民校草是女生  / 戰七少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

450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

978-626-311-451-7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2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52-4 (第

3 冊:平裝) NT$290  

 857.7  

御前打工日常 / 夢映安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14301-

E1143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381-1 

(卷 1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82-8 (卷 2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

978-986-527-383-5 ( 卷 3: 平 裝 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384-2 (卷

4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陪嫁ㄚ鬟想拔刀 / 淺雪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20 面 ; 21 公分  .-- (藍海系列  ; 

E1139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375-0 

(平裝) NT$300  

 857.7  

專業哄夫 / 葉東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68
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3101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364-4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57.7  

短命妻求反轉 / 錦玉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冊 .-- (文創風 ; 1014-1015) .-- ISBN 

978-986-509-272-6 ( 上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73-3 (下

冊:平裝) NT$260  

 857.7  

喜歡你暗戀我的樣子 / 烏雲冉冉著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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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297-2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98-9 (下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299-6 

(全套:平裝)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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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冊 .-- (i 小說 ; 39-) .-

- ISBN 978-986-06917-3-3 (第 3 冊:平

裝) NT$360 .-- ISBN 978-986-06917-4-

0 (第 4 冊:平裝) NT$360  

 857.7  

媳婦好粥到 / 踏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冊 .-- (文創風 ; 1020-1024) .-- ISBN 

978-986-509-278-8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09-279-5 (第

2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80-1 (第 3 冊:平裝) NT$280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81-8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09-282-5 (第

5 冊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福妻教夫守則 / 冰豆咖啡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4001-

E114002) .-- ISBN 978-986-527-376-7 

(上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77-4 (下冊:平裝) NT$290  

 857.7  

綿裡繡花針 / 秋水痕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冊 .-- (文創風 ; 1028-1031) .-- ISBN 

978-986-509-286-3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87-0 (第

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-

509-288-7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.-- 

ISBN 978-986-509-289-4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260  

 857.7  

廢太子靠農活翻身 / 曲清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4401-

E1144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385-9 

(卷 1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86-6 (卷 2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

978-986-527-387-3 ( 卷 3: 平 裝 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388-0 (卷

4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請勿洞察 / matthia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



82 

 

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

灣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53-5 (第 1 冊:

平裝)  

 857.7  

盤個酒坊養反派 / 連天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冊  .-- ( 藍 海 系 列  ; E113601-

E1136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368-2 

(卷 1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978-986-

527-369-9 (卷 2:平裝) NT$300 .-- ISBN 

978-986-527-370-5 (卷 3:平裝) NT$300  

 857.7  

劍舞輪迴 = Sword Chronicle / Setsuna

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012 .-- 28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30-6-

2 (第 3 冊:平裝) NT$470  

 857.7  

糖都給你吃 / 墨西柯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朧 月 書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289-9-

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95424-0-6 (第 2 冊:平裝)  

 857.7  

濟世閨秀 / 九月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

- (藍海系列  ; E114101-E114103) .-- 

ISBN 978-986-527-378-1 (卷 1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379-8 (卷

2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

380-4 (卷 3:平裝) NT$280  

 857.7  

邊城 / 沈從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2 .-- 20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3-6-5 (平

裝)  

 857.7  

獻一株桔梗予溺水的鬼 / 江流著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威向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

都)(永恆書系. 橫) .-- ISBN 978-986-

505-229-4 (平裝) NT$380  

 857.7  

靈能覺醒 : 傻了吧,爺會飛 / 打殭屍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289-8-1 (第 1 冊:平

裝)  

 857.7  

低智商犯罪 / 紫金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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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94-00-6 ( 平 裝 ) 

NT$399  

 857.81  

遺忘.刑警 / 陳浩基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
4997 種)(陳浩基作品集 ; 1) .-- ISBN 

978-957-33-3828-4 (平裝) NT$320  

 857.81  

靠岸 / 陳芸英, 陳葚慈, 陳翠婷, 蔡適

任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16 面; 21 公

分 .-- (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

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) .-- ISBN 978-

957-457-608-1 (平裝)  

 857.85  

兒童文學 

妖怪客棧. 6, 仙路之光 / 楊翠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悅智文化館, 11101 .-- 

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018-

56-4 (平裝) NT$240  

 859.6  

姐姐的空房子 / 馬尼尼為編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012 .-

- 32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

978-626-95412-0-1 (平裝) NT$380  

 859.8  

小小布羅克 : 喜歡自己不自卑 / 謝茹

作 ; 閆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

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 面; 

23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6926-0-0 (精裝)  

 859.9  

生生氣吧,阿庫巴! : 該生氣與不生氣 

/ 謝茹作 ; 閆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京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

面; 23X23 公分 .-- (幼兒心理成長繪

本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926-

2-4 (精裝)  

 859.9  

尼恩長出"說謊角" : 誠實面對不說謊 

/ 謝茹作 ; 閆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京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

面; 23X23 公分 .-- (幼兒心理成長繪

本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926-

3-1 (精裝)  

 859.9  

生鏽市集 = Pasar karat / NOvia Shin

作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慢工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78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973-4-6 (精裝)  

 859.9  

青蛙與男孩 / 蕭袤文 ; 陳偉, 黃小敏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6 面; 24X23

公分 .-- (小魯創作繪本 ; 14N)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54-7 (精裝) NT$350  

 859.9  

范文芳的繪本故事. 1, 大聲的棒棒 / 

范文芳文 ; 范文方, 劉冠億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小光點, 11101 .-- 32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1-04-7 (精裝)  

 859.9  

范文芳的繪本故事. 2, 細菌星球 / 范

文芳文 ; 范文方, 劉冠億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小光點, 11101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1-05-4 (精裝)  

 859.9  

哎呀,好可怕! : 認清恐懼不害怕 / 謝

茹作 ; 閆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

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6 面; 

23X23 公分 .-- (幼兒心理成長繪本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926-7-9 

(精裝)  

 859.9  

害羞的變色龍 : 勇敢自信不害羞 / 謝

茹作 ; 閆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

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 面; 

23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6926-1-7 (精裝)  

 859.9  

貪吃的小怪獸 : 一起分享不貪心 / 謝

茹作 ; 閆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

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6 面; 

23X23 公分 .-- (幼兒心理成長繪本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926-6-2 

(精裝)  

 859.9  

愛哭的雲朵 : 想法轉轉不委屈 / 謝茹

作 ; 閆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

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6 面; 

23X23 公分 .-- (幼兒心理成長繪本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926-4-8 

(精裝)  

 859.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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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說話的小鳥 : 滿足擁有不嫉妒 / 謝

茹作 ; 閆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

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6 面; 

23X23 公分 .-- (幼兒心理成長繪本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926-5-5 

(精裝)  

 859.9  

東方文學 

Another 2001 / 綾辻行人著 ; 涂紋凰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92 面; 21 公分 .-

- (皇冠叢書 ; 第 4990 種)(奇‧怪 ; 

22) .-- ISBN 978-957-33-3821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GOBLIN SLAYER!哥布林殺手 / 蝸牛

くも作 ; Runo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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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28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345-4 (第 12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ReLIFE 重返 17 歲 / 夜宵草原作 ; 蒔

田陽平小說 ; Galassia 翻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2 .-- 28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91-8 (第 3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

/ 川原礫作 ; 周庭旭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31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07-0 (第 7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人間 / 又吉直樹作 ; 詹慕如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101 .-- 368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(iREAD ; 149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716-0 (平裝) NT$420  

 861.57  

山月記 / 中島敦作 ; ねこ助繪 ; 黃詩

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0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34-4 (精裝) 

NT$400  

 861.57  

女生徒 / 太宰治作 ; 今井キラ繪 ; 緋

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08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32-0 (精

裝) NT$400  

 861.57  

大江戶火龍改 / 夢枕貘著 ; 高詹燦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 , 
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恠作品

集 ; 25) .-- ISBN 978-626-7073-18-6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1.57  

小書痴的下剋上 : 為了成為圖書管

理員不擇手段!. 第五部, 女神的化身. 

I / 香月美夜著 ; 許金玉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
書 ; 第 5001 種)(mild ; 41) .-- ISBN 978-

957-33-3837-6 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7  

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/ 

御宮ゆう作 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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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116-2 (第

3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少女不十分 / 西尾維新作 ; 張鈞堯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81-2 (平

裝)  

 861.57  

文身 / 岩井圭也著 ; 李彥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

- (E Fiction ; 46) .-- ISBN 978-626-7073-

13-1 (平裝) NT$420  

 861.57  

不適合交換殺人的夜晚 / 東川篤哉

作 ; 張鈞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
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尖 端 出 版 發 行 , 

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376-8 (平裝)  

 861.57  

田中 : 年齡等於單身資歷的魔法師 / 

ぶんころり作 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404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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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-7 (第 6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末日時在做什麼?能不能再見一面? / 

枯野瑛作 ; 李文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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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110-0 (第

9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失去母親這件事 / 岡田尊司作 ; 甘為

治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

化出版社, 11101 .-- 348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377-741-0 ( 平 裝 ) 

NT$420  

 861.57  

平面犬 / 乙一著 ; 龔婉如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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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(乙

一作品集 ; 3) .-- ISBN 978-626-7073-

14-8 (平裝) NT$360  

 861.57  

外科室 / 泉鏡花作 ; ホノジロトヲジ

繪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

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7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

533-7 (精裝) NT$400  

 861.57  

北極星灑落之夜 / 李琴峰作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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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85-0 (平裝)  

 861.57  

未踏召喚://鮮血印記 / 鎌池和馬作 ; 

可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08-7 (第 9 冊:

平裝)  

 861.57  

正體 / 染井為人作 ; 洪于琇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01-530-6 ( 平 裝 ) 

NT$480  

 861.5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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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想趕快成為名偵探 / 東川篤哉作 ; 

張鈞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78-2 (平裝)  

 861.57  

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. level.17, 有

朝一日跟戰鬥的日子告別吧 / 十文

字青作 ; 曾柏穎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青 文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2 .-- 35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94-9 (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95-6 (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完全犯罪需要幾隻貓 / 東川篤哉作 ; 

張鈞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75-1 (平裝)  

 861.57  

你的右手有蜂蜜香 / 片岡翔作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53-9 (平裝)  

 861.57  

狂骨之夢 / 京極夏彥著 ; 蔡佩青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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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101 .-- 冊 .-- (京極

夏彥 作品 集  ; 4)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20-9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360 .-- 

ISBN 978-626-7073-21-6 (下冊:平裝) 

NT$360 .-- ISBN 978-626-7073-22-3 (全

套:平裝)  

 861.57  

我們的重製人生 / 木緒なち作 ; 陳冠

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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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04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87-

4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我討厭的偵探 / 東川篤哉作 ; 張鈞堯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79-9 (平

裝)  

 861.57  

空之城 / 松本清張作 ; 陳冠貴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新雨出版社, 11101 .-- 

544 面; 21 公分 .-- (松本清張作品選 ; 

24) .-- ISBN 978-986-227-303-6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 / 

しめさば作 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260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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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-1 (第 5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要是沒有偵探就好了 / 東川篤哉作 ; 

張鈞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
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

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80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既然世界變成怪物橫行 那只好隨心

所欲生活下去 / よつしやあつ!作 ; 

李殷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
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2-208-3 (第 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2-209-0 (第 3 冊:

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春琴抄 / 谷崎潤一郎著 ; 劉子倩譯 .-

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

21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

01-5 (平裝) NT$320  

 861.57  

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安可短篇

集 / 橘公司作 ; Q 太郎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328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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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-9 (第 10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逃亡小說集 / 吉田修一著 ; 高詹燦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

- (皇冠叢書 ; 第 4992 種)(大賞 ; 132) .-

- ISBN 978-957-33-3822-2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弱角友崎同學 / 屋久悠樹作 ; 楊佳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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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7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16-1 (第 9 冊:

平裝)  

 861.57  

高度狂熱 / 橫山秀夫作 ; 葉廷昭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小說

緣廊 ; 23) .-- ISBN 978-986-133-808-8 

(平裝) NT$400  

 861.57  

祕密 / 谷崎潤一郎作 ; マツオヒロミ

繪 ; 吳季倫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

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1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

535-1 (精裝) NT$400  

 861.57  

家裡蹲吸血鬼公主的煩悶 / 小林湖

底作 ; 楊佳慧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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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, 11101 .-- 

27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415-4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記憶縫線 YOUR FORMA. 1, 電索官

埃緹卡與機械裝置搭檔 / 菊石まれ

ほ作 ; kazan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96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18-

6 (平裝)  

 861.57  
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/ 謙之字作 ; Ky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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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8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44-7 (第 3 冊:

平裝)  

 861.57  

從此以後 / 夏目漱石著 ; 林皎碧譯 .-

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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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

00-8 (平裝) NT$380  

 861.57  

密室的鑰匙借給你 / 東川篤哉作 ; 張

鈞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
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- 

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73-7 (平裝)  

 861.57  

偵探已經,死了。 / 二語十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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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101 .-- 27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414-7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
團聽我號令 / Jaki 作 ; 御門幻流譯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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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80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6-347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越級申訴 / 太宰治作 ; 湯家寧譯 .-- 二

版 .-- 桃園市 : 逗點文創結社, 11012 .-

- 256 面; 15 公分 .-- (言寺 ; 81) .-- ISBN 

978-986-99661-9-1 (平裝) NT$350  

 861.57  

朝密室射擊 / 東川篤哉作 ; 張鈞堯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74-4 (平

裝)  

 861.57  

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/ 鎌池和馬作 ; 廖

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101 .-- 冊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05-6 (第 8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06-3 (第 9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新.推理要在晚餐後 / 東川篤哉作 ; 張

鈞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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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

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84-3 (平裝)  

 861.57  

禁色 / 三島由紀夫作 ; 劉子倩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48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99-

5 (平裝) NT$480  

 861.57  

奧杜邦的祈禱 / 伊坂幸太郎著 ; 張智

淵譯 .-- 三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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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(伊坂幸太郎作品集 ; 1) .-- 

經典回歸版 .-- ISBN 978-626-7073-17-

9 (平裝) NT$350  

 861.57  

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

過去成了傳說。 / えぞぎんぎつね

作 ; 陳柏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 1110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22-192-5 (第 4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2-193-2 (第 4

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1.57  

緋彈的亞莉亞 / 赤松中學作 ; 陳梵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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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04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86-7 (第

35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請勿在此丟棄屍體 / 東川篤哉作 ; 張

鈞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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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

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77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
世界了 / あし作 ; 某 Y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2 .-- 3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90-1 (第 4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= A mild noble's 

vacation suggestion / 岬作 ; 簡捷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皇

冠叢書 ; 第 4918 種, 第 4964 種, 第

4996 種)(YA! ; 69, 70) .-- ISBN 978-

957-33-3831-4 (第 10 冊:平裝) NT$320  

 861.57  

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

媽的女兒 / 松浦作 ; 楊采儒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101 .-- 260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14-8 (第 5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關於我靠前世所學讓底層職業的馴

魔師大翻身這檔事 / 可換環作 ; 陳梵

帆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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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80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46-1 (第 1 冊:

平裝)  

 861.57  

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. 5, 世界

上獨一無二的你 / 紙城境介作 ; 可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4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15-5 (平裝)  

 861.57  

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: 史上最強的

魔王始祖,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/ 

秋作 ; 薛智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56

面 ; 19 公 分 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
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112-4 (第

6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. 2 年

級篇 / 衣笠彰梧作 ; Arieru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
司 , 11101 .-- 364 面 ; 19 公 分  .-- 

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09-4 (第 3 冊:平裝)  

 861.57  

竊取本書者將會... / 深綠野分著 ; 林

于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

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99 種)(大賞 ; 

133) .-- ISBN 978-957-33-3835-2 (平裝)  

 861.57  

戀愛不怕丟臉 / 月村奎作 ; 呂郁青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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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88-8 (平裝)  

 861.57  
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 / 

二丸修一作 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31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17-9 (第 5 冊:平裝)  

 861.59  

納爾曼年代記. 1, 青之王 / 廣嶋玲子

著 ; 王華懋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11-5 (精裝)  

 861.59  

義妹生活 / 三河ごーすと作 ; Seeker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64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19-3 (第 1 冊:平裝)  

 861.59  

龍之國的幻想. 1, 欺騙神明的皇子 / 

三川美里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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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40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58-4 (平

裝)  

 861.59  

獲得超弱技能(地圖化)的少年跟最

強隊伍一起挑戰迷宮 / 鴨野うどん

作 ; 御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

28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

189-5 (第 5 冊:平裝)  

 861.59  

我是外公的哥哥 / 堀直子文 ; 田中六

大圖 ; 林佩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72 面; 22 公分 .-- (我自己讀的故事

書 ; AMP022) .-- ISBN 978-626-7043-

60-8 (精裝) NT$320  

 861.596  

住家裡的小妖怪 / 齊藤洋作 ; 宮本悅

美繪 ; 伊之文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80 面; 21

公分 .-- (小妖怪系列 ; 12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718-4 (精裝) NT$260  

 861.596  

神奇貓町事件簿. 2, 貓群守護神的滿

月舞 / 廣嶋玲子文 ; 森野樵圖 ; 韓宛

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101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(動小說) .-

- ISBN 978-626-7050-49-1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61.596  

動物界的小妖怪 / 齊藤洋作 ; 宮本悅

美繪 ; 伊之文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80 面; 21

公分 .-- (小妖怪系列 ; 13) .-- ISBN 

978-957-658-719-1 (精裝) NT$260  

 861.596  

都是生氣惹的禍 / 成行和加子作 ; 垂

石真子繪 ; 蘇懿禎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86-338-457-1 ( 平 裝 ) 

NT$230  

 861.596  

不一樣叔叔?! / 宮西達也文.圖 ; 李慧

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40-416-2 

(精裝)  

 861.599  

玉米麗子小姐的變身沙龍 / 植垣步

子文圖 ; 黃正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道聲出版社, 11012 .-- 32 面; 24 公分 .-

- (生命花園 ; 51) .-- ISBN 978-986-400-

392-1 (精裝)  

 861.599  

我的爸爸是消防隊員 / 平田昌廣作 ; 

鈴木守繪 ; 朱燕翔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86-338-456-4 ( 精 裝 ) 

NT$300  

 861.599  

鬼島馬拉松 / Troll 文.圖 ; 米雅譯 .-- 

初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21X20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

57-4 (精裝) NT$250  

 861.599  

貓熊麵包店 / 牛窪良太作.繪 ; 蘇懿禎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 面; 28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338-

455-7 (精裝) NT$300  

 861.599  

適合我們的世界 / 伊東歌詞太郎著 ; 

王靜怡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22-3 (平裝)  

 861.67  

外地巡禮 : 「越境的」日語文學論 / 

西成彥著 ; 謝惠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2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- (允晨叢

刊 ; 172) .-- ISBN 978-626-95094-4-7 

(平裝) NT$380  

1.日本文學 2.文學史  861.9  

Fuck and Learn / Iona 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冊 .-- (MM ; 

45-46) .-- ISBN 978-986-494-390-6 (上

冊 :平裝 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-

494-391-3 ( 下 冊 : 平 裝 ) NT$350 .-- 

ISBN 978-986-494-392-0 (全套:平裝) 

NT$700  

 862.57  

汪喵偵探 : 鼴鼠家族的祕密 / 李承敏

文 ; 河民石圖 ; 王詩雯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243-801-5 (精裝)  

 862.596  

跑跑薑餅人腦力激盪遊戲. 1, 烤箱大

逃亡 / Devsisters 作 ; 李東鎮繪 ; 牟仁

慧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32 公分 .-- (遊戲

書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57-658-705-4 

(精裝) NT$360  

 862.596  

跑跑薑餅人腦力激盪遊戲. 2, 世界大

闖關 / Devsisters 作 ; 李東鎮繪 ; 牟仁

慧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32 公分 .-- (遊戲

書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57-658-706-1 

(平裝) NT$360  

 862.596  

願望年糕屋. 1, 說好話的甜言蜜語糕 

/ 金梩里作 ; 李承炫繪 ; 劉小妮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

- (童心園 ; 206) .-- ISBN 978-986-507-

662-7 (平裝) NT$280  

 862.596  

手掌恐龍 / 柳在伊文 ; 韓泰熙圖 ; 簡

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101 .-- 

4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1-

06-1 (精裝)  

 862.59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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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掌鯊魚 / 柳在伊文 ; 韓泰熙圖 ; 簡

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101 .-- 

4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1-

07-8 (精裝)  

 862.599  

奉奉的超特別帽子 / 李真和著.插畫 ; 

譚妮如翻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橙實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1 .-- 40 面; 26 公

分 .-- (Orange Baby ; 11) .-- ISBN 978-

626-95198-1-1 (精裝)  

 862.599  

碰碰的真心 / 金成恩文 ; 趙美子圖 ; 

陳慧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6 面; 

22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57-

6 (精裝)  

 862.599  

今天的天氣適合辭職 / 朴秀真作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, 11101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63-8 (平裝)  

 862.6  

歌自遠方來 : 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

場 景 書 寫 2021 = Nyanyian di 

perantauan : kumpulan lirik lagu pekerja 

migran Indonesia & laporan spena musik 

di Taiwan 2021 / 吳庭寬, 藍雨楨, 宋家

瑜 , 張 嘉 晏 , 麥 可 .HB. 拉 帝 迪 亞

(Michael HB Radity), 旮里.努格拉哈.

蘇(Galih Nugraha Su)著 .-- 臺南市 : 台

十七文化創意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

面; 19 公分 .-- 中文、印尼文對照 .-- 

ISBN 978-626-95437-0-0 (平裝)  

 868.03  

Love Sky 戀愛天空 / Mame 著 ; 蘇偉

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94-9 (上冊 :平裝 )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74-7 (下冊:平裝)  

 868.257  

奇蹟熊先生 / Prapt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冊 .-- (MM ; 

MM050-MM051) .-- ISBN 978-986-494-

393-7 (上冊 :平裝 ) NT$350 .-- ISBN 

978-986-494-394-4 ( 下 冊 : 平 裝 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395-1 (全

套:平裝) NT$700  

 868.257  

My Ride,I Love You 心動騎遇 / Patrick 

Rangsimant 作 ; 烤鴨的鴨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(Bloom 

series 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120-

9 (平裝)  

 868.259  

臺灣文學 

詩人的日常 : 臺灣古典詩人相關口

述史 / 王耀德, 謝南強, 魏榮玉, 黃偉

傑, 蕭聖燕, 陳瑳瑳, 黃隆正, 黃德華, 

黃瓊華, 王才藻, 王麗媖, 周春江, 王

南焜, 劉建廷, 徐瑪里, 李筱峰, 高崇

文, 呂維岳, 呂佩玉, 呂蘭蕙, 楊智雄, 

陳進雄, 吳素娥口述 ; 施懿琳主編 .-- 

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館, 11012 .-- 

冊 .-- (臺文館叢刊 ; 69-70)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95-7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750  

1.臺灣文學 2.口述歷史 3.臺灣傳記  

863  

台灣文學年鑑. 2020 = The almanac of 

Taiwan literature 2020 / 蘇碩斌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

館, 11012 .-- 61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503-9 (平裝) NT$450  

1.臺灣文學 2.年鑑  863.058  

臺詩好好玩. 1 : 臺灣漢詩的教學與應

用 : 從臺灣看世界,讀漢詩說故事 / 吳

佩玹, 李明慈, 徐千雯, 許靜宜作 .-- 初

版  .-- 臺南市  : 國立臺灣文學館 , 

11012 .-- 9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96-4 (平裝) NT$100  

1.臺灣詩 2.詩評 3.臺灣文學史  

863.091  

臺詩好好玩. 1 : 臺灣漢詩的教學與應

用 : 詩話臺灣:賦比興的現代印象 / 徐

千惠, 梁淑玲, 郭碧娟, 陳麗明作 .-- 初

版  .-- 臺南市  : 國立臺灣文學館 , 

11012 .-- 127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97-1 (平裝) NT$100  

1.臺灣詩 2.詩評 3.臺灣文學史  

863.091  

臺詩好好玩. 1 : 臺灣漢詩的教學與應

用  : 漢詩新詮 :我的臺灣詩「詮」

「圖」 / 張珮娟, 陳玉嘉, 彭成錦, 詹

敏佳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

文學館, 11012 .-- 13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98-8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1.臺灣詩 2.詩評 3.臺灣文學史  

863.091  

新武俠風雲錄 : 台灣武俠小說史 / 林

保淳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25-49-9 ( 上 冊 : 平 裝 簽 名 版 ) 

NT$480 .-- ISBN 978-626-7025-50-5 (下

冊:平裝簽名版) NT$480  

1.臺灣文學史 2.武俠小說  863.097  

同樣的心 : 楊牧生態詩學、翻譯研

究與訪談錄 / 曾珍珍著 .-- 初版 .-- 桃

園市 : 逗點文創結社, 11012 .-- 378 面; 

21 公分 .-- (言寺 ; 79) .-- ISBN 978-

986-99661-7-7 (平裝) NT$450  

1.楊牧 2.臺灣文學 3.文學評論  

863.2  

*天光 : 一顆永不凋謝的小樹 : 趙天

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/ 藍建春, 陳宜

伶, 陳文成, 陳政彥, 李佳薇, 李敏忠, 

謝鴻文, 戴華萱, 巫凱琳, 陳允元, 申

惠豐, 林餘佐, 朱天作 ; 靜宜大學台灣

文學系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靜宜

大學, 1101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31-1-8 (平裝) NT$200  

1.趙天儀 2.學術思想 3.臺灣文學 4.

文學評論 5.文集  863.207  

向明等八家詩讀後 : 被<<食餘飲後

集>>電到 / 陳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11 .-- 362 面; 

21 公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49) .-- ISBN 

978-986-314-576-9 (平裝) NT$440  

1.新詩 2.詩評  863.21  

欣賞亞媺現代詩 : 懷念丁潁中國心 / 

陳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

出版社, 11011 .-- 362 面; 21 公分 .-- 

(文學叢刊 ; 448) .-- ISBN 978-986-314-

575-2 (平裝) NT$440  

1.新詩 2.詩評  863.21  

「綠蒂詩路八十」詩歌研討會論集 / 

陳義芝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

哲出版社, 11011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

- (文學叢刊 ; 447) .-- ISBN 978-986-

314-574-5 (平裝) NT$300  

1.王吉隆 2.新詩 3.詩評 4.文集  

863.2107  

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2021 / 

陳昱良, 徐麗娟, 吳品瑜, 蔡易澄, 林

念慈, 馬尼尼為, 馮國瑄, 何承蔚, 何

郁青, 舒靈強, 毛玉配慮, 林佑霖, 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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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松, 陳德明, 紀志新, 陳這作 ; 王聰

威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

化局, 11011 .-- 3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5-61-2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3  

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. 2021 / 林子

喬等作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文化局, 

11012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91-01-2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3  

拾字築城 :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

第十屆 = City of words : A Collection 

of Prizewinning Pieces from the 10th 

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/ 陳佳君主

編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2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1-61-5 (平裝) NT$400  

 863.3  

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2021 

/ 林榮森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
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: 南投縣政

府發行, 1101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

(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; 245) .-- ISBN 

978-986-5422-82-0 (精裝) NT$300  

 863.3  

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第十二屆 = 

Chiayi literature award / 盧怡君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政府文

化局, 11011 .-- 3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24-95-4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3  

異質邊界 : 高雄青年文學獎得獎作

品集. 110 年 / 高雄市立圖書館主編 .-

- 高雄市 : 高雄市立圖書館, 11012 .-- 

5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

65-0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3  

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第 23 屆 / 夏

尚俐總編輯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

縣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; 328) .-- 

ISBN 978-986-5427-79-5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 863.3  

瑾園文酒避囂塵 : 林子瑾詩文史料

選集 / 施懿琳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國立臺灣文學館, 11012 .-- 冊 .-- (臺

文館叢刊 ; 67)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67-4 (全套:平裝) NT$500  

1.林子瑾 2.臺灣文學 3.文學史料學 

4.臺灣傳記  863.3  

靜思湖文學獎作品集. 第五屆 / 趙善

如, 王國安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

內埔鄉 :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, 11011 .-

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60-6-5 (平裝)  

 863.3  

陳定山文存 / 陳定山原著 ; 蔡登山主
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 , 

11012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 

20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

83-8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4  

葉盛吉畢業論文與創作集 / 許雪姬, 

王麗蕉主編 .-- 新北市 : 國家人權博

物館 ;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

究所, 11012 .-- 3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80-3 (精裝) NT$500  

 863.4  

小语与小诗 : 一日一小诗 / 卢胜彦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

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小語與小詩：一

日一小詩 .-- ISBN 978-986-5551-53-7 

(平裝) NT$260  

 863.51  

小語與小詩 : 一日一小詩 / 盧勝彥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

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52-0 (平

裝) NT$260  

 863.51  

切片夢境 / 藍芸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春暉出版社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82-8 (平裝) 

NT$250  

 863.51  

*王宣曆詩集. Ⅰ : 當故事等待破題 / 

王宣曆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王宣曆, 

11011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28-6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1  

古今藏頭詩集 / 陳明道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12 .-

- 202 面; 21 公分 .-- (現代文學) .-- 

ISBN 978-986-0762-13-6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63.51  

石島你有封馬祖未接來電 / 林益彰

作 .-- 初版 .-- [臺南市] : 大南國生活

工作室, 1101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46-0-8 ( 平 裝 ) 

NT$240  

 863.51  

生態詩選 = Selected poems on ecology 

/ 李昌憲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春暉

出版社, 11012 .-- 176 面; 15X21 公分 .-

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8524-80-4 

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1  

台灣華俳精選 / 洪郁芬主編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144

面; 21 公分 .-- (華文俳句叢書 ; 5) .-- 

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69-0 (平

裝) NT$220  

 863.51  

如果你不曾來過 / 龔華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(讀詩

人 ; 151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88-18-0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1  

竹園詩文集 / 林瑞龍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化生活

叢書. 詩文叢集 ; 1301062) .-- ISBN 

978-986-478-549-0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1  

我也想像貓一樣活著 / 劉宜蘋作 .-- 1

版 .-- [臺北市] : 劉宜蘋出版 ;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, 印書小舖經銷, 11012 .-- 

16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501-9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1  

*良民證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許玉青, 1101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546-0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51  

為你而美的那一抹紅 / 林師師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47-9 (平裝)  

 863.51  

是非有芳臭 = Sī-hui ū phang-tshàu / 

李勤岸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開朗雜

誌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1

公分 .-- (台語詩系列 ; 20) .-- ISBN 

978-626-7060-30-8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1  

時間畢竟 / 嚴忠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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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人

間 叢 書  ; 341) .-- ISBN 978-957-13-

9804-4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1  

徐雁影詩集作品選 / 徐雁影作 .-- 初

版 .-- 嘉義縣民雄鄉 : 徐瓊芬, 11101 .-

- 459 面; 16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43-9532-3 (精裝)  

 863.51  

島嶼姑娘 : 穗花山奈 : 來自太平洋島

嶼的聲音 / 吳明娟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串門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0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4193-6-

0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1  

第三類接觸 / 張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101 .-- 18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12-1-8 (平

裝) NT$320  

 863.51  

*掀開 Siraya 這本冊 / 陳金順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骨力冊房, 11012 .-- 176

面; 21 公分 .-- (台灣文學 ; 3) .-- ISBN 

978-986-97389-2-7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1  

混凝土與詩人 : 2019-2020 / 易人禾木

著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釀 出 版 , 

1101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讀詩人 ; 

146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

562-1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1  

絕句變身秀 / 周慶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 市  : 華 志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- (觀念詩 ; 

1) .-- ISBN 978-626-95361-4-6 (平裝)  

 863.51  

遇見他方 : Another way / 盧媛(Ivy Lu)

圖文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凱恩文化工

作室, 11101 .-- 132 面; 21 公分 .-- (生

活詩集. 仕高熊文學 ; 2) .-- ISBN 978-

986-97729-1-4 (平裝) NT$230  

 863.51  

遇到巴列霍 / 陳秀珍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280 面; 21 公

分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

571-3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1  

傾國傾城的夢 / 李豪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字森林

系列 ; 27) .-- ISBN 978-986-507-652-8 

(平裝) NT$330  

 863.51  

*稗稊頑味稻花香 / 汪渭川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屯出版社, 11011 .-- 

298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7629-2-2 (平裝)  

 863.51  

臺灣勸世四句聯 : 好話一牛車 / 林仙

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卯月霽商行 ; 

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臺南作家作品集. 

第 11 輯 ; 72) .-- ISBN 978-626-95414-

4-7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1  

學院式的無聊日常 / 蔡孟利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012 .-

- 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63-9-5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1  

臨界風光 / 一靈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

宜蘭縣政府文化局, 11011 .-- 255 面; 

21 公分 .-- (蘭陽文學叢書 ; 86) .-- 

ISBN 978-986-5418-64-9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63.51  

藏思 : 在藏身之處思念你,將沒說出

口的話語,藏在詩裡 / 林保華著 .-- 初

版  .-- 新竹縣竹北市  : 思考致勝 , 

11101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563-2-7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1  

翻過海的眺望還是海 : 菊島詩行 / 方

群作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政府

文化局, 11011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澎

湖縣作家作品集 ; 48) .-- ISBN 978-

986-5427-80-1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1  

儷朋/聆月詩集 / 陳進雄, 吳素娥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卯月霽商行, 11012 .-

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臺南作家作品集. 

第 11 輯 ; 69) .-- ISBN 978-626-95414-

0-9 (平裝)  

 863.51  

屬於 17 歲的 Code! : 現代英文詩集 / 

趙漂恩作 .-- 臺北市 : 愛彼行銷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50 面; 18 公分 .-- 中英

對照 .-- ISBN 978-626-95369-0-0 (平裝) 

NT$220  

 863.51  

聽夜在說話 / 蔡沐橙作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150 面; 21 公

分 .-- (讀詩人 ; 149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70-6 ( 平 裝 ) 

NT$220  

 863.51  

顯微鏡下 : 賴欣詩集 / 賴欣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316

面; 21 公分 .-- (讀詩人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72-0 ( 平 裝 ) 

NT$390  

 863.51  

一根菸的時間 / 追奇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
公司 , 1101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

(Love ; 38) .-- ISBN 978-957-13-9785-6 

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人生本過客,自在就好 / 洪金鳳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4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63-9 (平裝)  

 863.55  

入境大廳 / 陳偉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Across ; 

58) .-- ISBN 978-957-13-9746-7 (平裝) 

NT$330  

 863.55  

心影采記 / 張之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張之嵐, 11011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531-6 (平裝)  

 863.55  

心靈低眉那一刻 / 蕭蕭著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九 歌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

庫 ; 1369) .-- ISBN 978-986-450-379-7 

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5  

出町柳 / 小村聿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

(釀文學 ; 26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445-567-6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/ 洪愛珠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60 面; 19 公分 .-- 

(Taiwan style ; 66A) .-- 誠品獨家書衣

版 .-- ISBN 978-957-32-9366-8 (平裝誠

品版) NT$360  

 863.5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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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後微微 : 一人一貓的多情記敘 / 馮

平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8 面; 21

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G2675)(秀文

學 ; 47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

7088-02-9 (平裝) NT$260  

 863.55  

在 家 旅 行 , 好 好 地 。  : 還 在 旅 行

中,2022 旅行繪日誌 / 林君萍 lemonz

圖文攝影 .-- [新北市] : 柏樂出版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13-7-8 (精裝) NT$450  

 863.55  

合境平安 / 楊富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楊富閔作品集 ; 

1) .-- ISBN 978-957-33-3836-9 (平裝) 

NT$380  

 863.55  

*早餐變奏曲 / 隱地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爾雅叢書 ; 687) .-

- ISBN 978-957-639-659-5 ( 平 裝 ) 

NT$270  

 863.55  

我忙著孤獨 / 精神科觀察日記.威廉

(曾世豐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

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
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90-9 (平

裝) NT$360  

 863.55  

長大以後 / 葛瑞絲 Grace Lee 圖文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點創新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112 面; 20 公分 .-- (葛瑞絲的

小宇宙 ; 4) .-- ISBN 978-986-96665-2-7 

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夜深忽夢少年事  / 林保淳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

庫 ; 1370) .-- ISBN 978-986-450-381-0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阿樂 / 王瓊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74-

5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致,一直過於努力的妳 / 邵雨薇作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2 公

分  .-- (Love ; 3) .-- ISBN 978-626-

95485-0-7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5  

時光長巷 = Long alley of time / 姚嘉為

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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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遠景

文學叢書 ; 101) .-- ISBN 978-957-39-

1135-7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祝我,生活快樂。 = All my pretty days 

/ Évelyne 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太保市 : 

郭沛騏, 11012 .-- 121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91-0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5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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媳 過客 關於飛翔的想像 / 許麗芬, 陳

麗文, 郭惠珍, 陳素華, 徐麗娟合著 .-- 

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

局, 11012 .-- 7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8-58-3 (平裝) NT$150  

 863.55  

草莓與灰燼 / 房慧真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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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麥田

文學 ; 323) .-- ISBN 978-626-310-149-4 

(平裝) NT$340  

 863.55  

從太平山林場走出 / 黃天來作 .-- 初

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, 

11011 .-- 257 面; 21 公分 .-- (蘭陽文學

叢書 ; 87) .-- ISBN 978-986-5418-65-6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5  

做自己,為什麼還要說抱歉? / 林依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 .-- (People)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47-1 (平裝)  

 863.55  

深夜心靈關東煮 / Ashley C(陳珮薇)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2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56-64-6 (精裝)  

 863.55  

淘氣阿隆 : 分享 24 位名人的童年往

事 / 王興隆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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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People ; 

474) .-- ISBN 978-957-13-9698-9 (平裝) 

NT$320  

 863.55  

萬物皆有裂縫 / 阿布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Island ; 

311) .-- ISBN 978-986-406-267-6 (平裝) 

NT$320  

 863.55  

溫馨提醒:洗衣服請記得拿 : 我和萬

秀的成長故事! / 張瑞夫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64-1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 863.55  

劄記雜感 / 孔慶棣記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113 面; 21 公分 .-- (介青齋手

記 ; 第 14 輯) .-- ISBN 978-986-449-

252-7 (平裝)  

 863.55  

潮汐的祈禱 : 生活劄記 / 汪啟疆著 .-

- 初 版  .-- 高 雄 市  : 春 暉 出 版 社 , 

11012 .-- 3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524-81-1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5  

潮聲 / 薛好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Island ; 312) .-- 

ISBN 978-986-406-268-3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63.55  

貓咪的奇幻旅程  / 貓小姐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
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96 面; 23 公

分 .-- (貓咪事務所 ; 33) .-- ISBN 978-

986-262-524-8 (精裝) NT$420  

 863.55  

隧道 96 小時 : 邱醫生的明日傳奇 / 

邱仁輝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依揚想

亮人文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108-7-9 (平

裝) NT$320  

 863.55  

頭範 ê 大官 / 謝美燕撰文 .-- [臺南市] : 

謝美燕, 11012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29-3 (平裝)  

 863.5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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繽紛生命知多少? / 徐基東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82-0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5  

1/2 的女主角 / 宋亞樹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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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

愛情 ; 78) .-- ISBN 978-986-5543-59-4 

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7  

Public Persona 虛假人設 / ami 亞海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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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-321-121-6 (平裝)  

 863.57  

不小心約到上司怎麼辦 / 希澄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 POPO 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PO 小說 ; 61) .-- 

ISBN 978-986-06540-4-2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63.57  

王子不順眼 / 宋亞樹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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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

愛情 ; 91) .-- ISBN 978-986-5543-70-9 

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7  

巴里之眼 / 玉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霓幻鑰系列 ; 

K6301) .-- ISBN 978-957-8696-37-2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夫君壞壞 / 典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愛

情 ; 86) .-- ISBN 978-986-5543-67-9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白色畫像 / 賴香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

- (印刻文學 ; 670) .-- ISBN 978-986-

387-507-9 (平裝) NT$330  

 863.57  

皮牧師正傳 / 張系國著 .-- 初版 .-- 新

竹 市  : 知 識 系 統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9016-13-1 (平裝) NT$240  

 863.57  

好好再見 不負遇見 / 黃山料作 .-- 增

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0 公分 .-- 

(愛寫 ; 53) .-- ISBN 978-957-658-704-7 

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共和國之夢 / 履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聯合文

叢 ; 690) .-- ISBN 978-986-323-428-9 

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地獄門高中 / 傅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
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90-3 (平裝)  

 863.57  

老闆不要太性感 / 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 

1492) .-- ISBN 978-986-335-728-5 (平

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步月火燒 / 施百俊作 ; 葉羽桐繪 .-- 屏

東市 : 屏東縣政府, 11012 .-- 32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57-3 (平裝) 

NT$300  

 863.57  

沒有你的晚餐時間 / 兔子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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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77-5-6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我所不存在的未來  / 楓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12 .-- 202

面; 21 公分 .-- (要推理 ; 95) .-- BOD

版 .-- ISBN 978-626-7058-09-1 (平裝) 

NT$260  

 863.57  

我的同學是魔王該怎麼辦!. 4, 異世

少年絕不認輸 / 翼翎著 .-- 臺南市 : 瑞

風文創, 11102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716-7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63.57  

那些狂烈的安靜  / 陳育萱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walk ; 26) .-- ISBN 978-986-0777-65-9 

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狂風沙 / 司馬中原著 .-- 修訂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冊 .-- 風雲三十紀念版 .-

- ISBN 978-626-7025-33-8 (上冊:平裝) 

NT$480 .-- ISBN 978-626-7025-34-5 (下

冊:平裝) NT$480  

 863.57  

投資一定有風險  / 本生燈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際有

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, 1110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95424-3-7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424-4-4 (下

冊:平裝)  

 863.57  

吻頸之交 / 怒放月光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

21 公分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度書系 ; 

B0071) .-- ISBN 978-986-505-227-0 (平

裝) NT$300  

 863.57  

命、風、歌 / 林若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292 面; 21 公

分 .-- (釀奇幻 ; 64) .-- BOD 版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63-8 (平裝) NT$360  

 863.57  

往日餘生 / 微混吃等死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4-52-8 (平裝)  

 863.57  

金玉滿堂 / 典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冊 .-- (奇幻愛情 ; 83) .-- ISBN 

978-986-5543-64-8 ( 上 冊 : 平 裝 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5543-65-5 (下

冊:平裝) NT$3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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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63.57  

非你不可 = It has to be you / 君靈鈴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5-70-0 ( 平 裝 ) 

NT$330  

 863.57  

武林舊事. 卷一, 青城劣徒 / 賴魅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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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25) .-- ISBN 

978-626-7094-01-3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武林舊事. 卷二, 亡命江湖 / 賴魅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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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64 面; 

21 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26) .-- ISBN 

978-626-7094-02-0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武林舊事. 卷三, 太白試劍 / 賴魅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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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64 面; 

21 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27) .-- ISBN 

978-626-7094-03-7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武林舊事. 卷四, 決戰皇城 / 賴魅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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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68 面; 

21 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28) .-- ISBN 

978-626-7094-04-4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花開富貴 / 典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愛

情 ; 81) .-- ISBN 978-986-5543-62-4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夜鴉事典 / 碰碰俺爺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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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0774-55-9 (第 1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74-71-9 (第 13

冊:平裝限定版)  

 863.57  

為夫我橫行天下 / 千尋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328 面 ; 21 公分  .-- (藍海系列  ; 

E1134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367-5 

(平裝) NT$310  

 863.57  

春天的幻影 / 王少杰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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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6-383-6 (平裝)  

 863.57  

重生之換個老公 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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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6 面; 21

公分 .-- (紅櫻桃 ; 1490) .-- ISBN 978-

986-335-726-1 (平裝) NT$270  

 863.57  

美好少女的垂直社會 / 巫玠竺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鏡小

說 ; 54) .-- ISBN 978-626-7054-25-3 (平

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致命登入 / 吳曉樂著 .-- 臺北市 : 鏡

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17-8 (平

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後娘難為 / 田芝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
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3801) .-

- ISBN 978-986-527-374-3 ( 平 裝 ) 

NT$270  

 863.57  

春滿乾坤 / 典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愛

情 ; 79) .-- ISBN 978-986-5543-60-0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流離人生 / 楊寶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卯月霽商行 ;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

府文化局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

- (臺南作家作品集. 第 11 輯 ; 71) .-- 

ISBN 978-626-95414-2-3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 863.57  

浯島文學獎. 2021 第 18 屆 : 長篇小說

組優等作品輯:唐.詰訶德東遊記 / 李

福井著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

門縣文化局, 11012 .-- 260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57-6 (平裝) 

NT$250  

 863.57  

浯島文學獎. 2021 第 18 屆 : 長篇小說

組優等作品輯:粿葉村 / 陳嘉甄著 .-- 

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

局, 11012 .-- 21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8-56-9 (平裝) NT$250  

 863.57  

財神妻 / 典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愛

情 ; 80) .-- ISBN 978-986-5543-61-7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原創星球作品集. 2022 : 星球爭霸戰

史記 / 尖端小說編輯部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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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16-365-2 (平裝)  

 863.57  

第一次不愛你就上手 / 夢若妍作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尖端出版發行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52-2 (平裝)  

 863.57  

第一眼 / 紹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琴葉出版社, 11012 .-- 21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00-0-5 (平裝) 

NT$380  

 863.57  

陰差實習生 / 貓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

- (釀冒險 ; 5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

986-445-566-9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7  

異象 / 黃錦蓮著 .-- 臺北市 : 墨言文

化, 11011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51-4-7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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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光白鳥的洞穴  / 姚若潔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

- (聯合文叢 ; 691) .-- ISBN 978-986-

323-427-2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陽奉陰違 / 雪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
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

灣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51-1 (第 4 冊:

平裝)  

 863.57  

黃泉委託人 : 顫慄之森 / 龍雲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(龍雲作品) .-- ISBN 978-957-741-483-

0 (平裝) NT$180  

 863.57  

硬漢有點色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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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紅

櫻桃 ; 1491) .-- ISBN 978-986-335-727-

8 (平裝) NT$270  

 863.57  

搏 / 周安儀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

立清華大學出版社, 11012 .-- 31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16-93-3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愛在雪花飄揚時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POD
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61-9 (平裝) 

NT$280  

 863.57  

萬應 / 明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

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320

面; 21 公分 .-- (說故事 ; 17) .-- ISBN 

978-626-95360-1-6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7  

齊家之寶 / 典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愛

情 ; 85) .-- ISBN 978-986-5543-66-2 (平

裝) NT$350  

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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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

304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177-6-3 (下冊:平裝) NT$320  

 863.57  

睡睡平安 / 典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春光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奇幻愛

情 ; 82) .-- ISBN 978-986-5543-63-1 (平

裝) NT$350  

 863.57  

談愛傷感情 / 莫斯卡托著 .-- 初版 .-- 

[臺北市]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
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
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8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4-5-1 (平

裝)  

 863.57  

錯誤的時空,遇見注定的你 / 梅洛琳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64-0 (平裝) 

NT$299  

 863.57  

總裁又來拐婚 / 喬湛作 .-- 初版 .-- [彰

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1 .-

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8-99-9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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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54-

2 (第 3 冊:平裝)  

 863.57  

雙子 / 宋亞樹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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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冊 .-- (奇幻愛情 ; 89-90) .-- 

ISBN 978-986-5543-68-6 (上冊:平裝) 
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5543-69-3 (下

冊:平裝) NT$360  

 863.57  

寵妻不准生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1 .-- 

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8-

98-2 (平裝) NT$190  

 863.57  

反派的優雅美學. 1, 反派的逆襲上位 

/ 翼 翎 作  .-- 臺 南 市  : 瑞 風 文 創 , 

11102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716-6-7 (平裝) NT$350  

 863.59  

台南囝仔 / 陳榕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卯月霽商行 ;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

府文化局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

- (臺南作家作品集. 第 11 輯 ; 73) .-- 

ISBN 978-626-95414-3-0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59  

失落的頭蓋骨 / 管家琪著 ; 吳嘉鴻繪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

社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管家

琪作品集. 小說館 ; 5) .-- ISBN 978-

626-95433-2-8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9  

有人在鹿港搞鬼  / 鄭宗弦文 .-- 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福爾

摩 沙 冒 險 小 說 ) .-- ISBN 978-986-

06539-4-6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  

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輯. 2021 = 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2021 Hsinchu 

City literature award : children's poetry / 

曾子瑜等作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文化

局, 11012 .-- 128 面; 20X20 公分 .-- (竹

塹文化資產叢書 ; 597) .-- ISBN 978-

626-7091-02-9 (平裝) NT$180  

 863.59  

尪仔博物館奇案筆記 / 鄭若珣文 ; 曹

一竹圖 ; 王昭華臺語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館 ; 臺北市 : 

玉 山 社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56 面; 18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504-6 (精裝) NT$300  

 863.59  

我城新象 : 摩登新竹跈風行 / 劉慧真

著 ; 陳羽渘繪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新

竹市文化局, 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

分 .-- (竹塹文化資產叢書 ; 594) .-- 

ISBN 978-986-5421-97-7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 863.59  

武裝戰棋 = Chess girl / 曹飛鳥作 .-- 

新北市  : 提恩傳媒實業有限公司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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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2 .-- 23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521-0-8 (平裝)  

 863.59  

陌上桑懷月 / 翼翎作 ; 攸葉繪 .-- 臺

南市 : 瑞風文創, 11102 .-- 20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6-5-0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9  

娃娃博物館奇案筆記 / 鄭若珣文 ; 曹

一竹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

文學館 ;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6 面; 18X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05-3 (精裝) 

NT$300  

 863.59  

城牆上的名字 / 管家琪著 ; 吳嘉鴻繪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

社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管家

琪作品集. 小說館 ; 6) .-- ISBN 978-

626-95433-3-5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9  

澎湖直播 ONLINE / 花格子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福爾

摩沙冒險小說 ; 16) .-- ISBN 978-986-

06539-5-3 (平裝) NT$300  

 863.59  

瞎掰舊貨攤 / 鄭宗弦文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2 .-- 冊 .-- (少年天下 ; 75-76) .-- 

ISBN 978-626-305-132-4 (上冊:平裝) 

NT$320 .-- ISBN 978-626-305-133-1 (下

冊:平裝) NT$320  

 863.59  

頂六報一報. 第 29 期 / 趙玲瑛總編

輯 .-- 嘉義縣中埔鄉 : 嘉義縣中埔鄉

頂六國民小學, 11012 .-- 5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99-2 (平裝)  

1.兒童文學 2.兒童讀物 3.期刊  

863.5905  

兒童文學的新生與新聲 / 謝鴻文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

- (文學視界 ; 135) .-- BOD 版 .-- ISBN 

978-626-7088-17-3 (平裝) NT$280  

1.兒童文學 2.文學評論  863.592  

桃園市兒童文學獎優勝作品專輯 . 

2021 第 42 輯 / 謝繼仁主編 .-- 桃園

市 :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, 11012 .-- 11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48-

7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 863.593  

*小熊兄妹的點子屋. 3, 超愛睏魔咒

大作戰 / 哲也文 ; 水腦圖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30 面; 21 公分 .-- (閱讀 123

系列 ; 67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

305-119-5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不要影子的亮亮 / 陶綺彤作 ; ㄚ暖
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

11011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Fun 樂讀 ; 

15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773-

4-8 (平裝) NT$200  

 863.596  

毛蟲怪奇幻冒險旅程. 第三部曲, 未

來城市 / 陳怡薰文 ; Joanna Hsu 圖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84-4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96  

安安定定歷險記. Ⅴ, 茭踏實地 / 曾運

弘, 曾加鈞, 王子豐, 白翊潔, 陳冠螢, 

黃阡羽, 曾郁珮, 鍾翊傑, 陳葦甄, 鄧

家孟, 鄭恩如, 劉子豪, 陳祺霖, 劉方

裕, 張任曜, 羅偉朕, 陳㛄璇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外埔區安定國

民小學, 11012 .-- 49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1-48-6 (精裝)  

 863.596  

地震龍 / 陶綺彤作 ; 子詡繪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11011 .-- 80 面; 

21 公分 .-- (全彩版 Q 讀本 ; 13)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773-5-5 (平裝) 

NT$200  

 863.596  

沒有城堡的公主 / 溫小平著 ; CINCIN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故事館 ; 85) .-- ISBN 978-986-

449-253-4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我家的火戰士 / 廖亭畇文.圖 .-- 初

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

1101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86-0750-35-5 ( 精 裝 ) 

NT$280  

 863.596  

東東與我 / 劉玉來文.圖 .-- 初版 .-- 雲

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011 .-- 

40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0750-36-2 (精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怪奇旗尾線 = Sugar railway across time 

/ 王力芹作 ; Croter 插畫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

4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5-63-6 (精裝) NT$380  

 863.596  

食字魔 / 王玄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4 面; 

21 公分 .-- (奇想幻境 ; 1) .-- ISBN 978-

986-5581-39-8 (平裝) NT$320  

 863.596  

逃太郎 / 蘇善文 ; Croter 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 :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少年小說

精選 ; 12) .-- ISBN 978-986-5581-32-9 

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雪嶺珍緣三部曲. 一, 珍林奇遊 / 楊淑

女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造橋鄉 : 晶鯨

書軒, 11102 .-- 89 面; 18X26 公分 .-- 

(穎譯叢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98086-

2-0 (平裝) NT$400  

 863.596  

番薯耍少林 / 娜芝娜著 ; 許育榮圖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

少兒書房 ; 285) .-- ISBN 978-986-450-

380-3 (平裝) NT$280  

 863.596  

暖心油你 / 王偉盛, 王瑋婷文 ; 王瑋

婷圖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

縣政府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50-37-9 (精裝) 

NT$280  

 863.596  

想念兔小妹 / 王元容作 ; 黃淑華繪

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95-0 (精

裝) NT$360  

 863.596  

*愛思考的貓巧可 節慶禮物書 : 貓巧

可生日快樂 / 王淑芬文 ; 尤淑瑜圖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8 面; 25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17-1 (平裝) 

NT$250  

 863.596  

*愛思考的貓巧可 節慶禮物書 : 貓巧

可耶誕快樂 / 王淑芬文 ; 尤淑瑜圖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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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8 面; 25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18-8 (平裝) 

NT$250  

 863.596  

*愛思考的貓巧可 節慶禮物書 : 貓巧

可新年快樂 / 王淑芬文 ; 尤淑瑜圖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28 面; 25 公分 .-- 注
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16-4 (平裝) 

NT$250  

 863.596  

搶救花果山 / 陳素宜文 ; 李阿力圖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, 11012 .-- 10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93-4 (平

裝) NT$260  

 863.596  

趕樓的人 / 藍鑰匙, 王敬平, 陳彥冲, 

朱雲昊, 許庭瑋, 劉美瑤著 ; Deer Jan, 

cincin chang, 李憶婷, Salt&Finger, 貓

魚圖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國

語日報社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751-888-0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63.596  

誰來當大王 / 何元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秀威少年, 11101 .-- 190 面; 21

公分 .-- (兒童文學 ; 56) .-- BOD 版 .-- 

ISBN 978-626-95166-2-9 ( 平 裝 ) 

NT$260  

 863.596  

庄跤 / 方文利文.圖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

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011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34-8 (精

裝) NT$300  

 863.598  

一生只夠愛一人 = A lifetime to love 

just one person / 馬維欣文 ; 美亞.路比

(Maja Rubi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金

蘋果圖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

25X24 公分 .-- (馬維欣繪本集)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7830-8-8 (精

裝) NT$330  

 863.599  

十二生肖數一數 / 王欣榆文 ; 歐尼可

夫(Igor Oleynikov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76-52-3 (精裝) NT$300  

 863.599  

大手牽小手 / 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

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; 王馨妤, 楊昕

恬, 洪以馨, 尤芷妘, 朱羽涵, 林芷妍, 

白悅廷, 黃柏諺, 賀靖恩繪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

民小學, 臺南市蕭壠社北頭洋發展協

會, 11012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7-68-3 (精裝) NT$300  

 863.599  

小耳朵. 3 : 神奇時光機 / 小石強納森, 

湯婷婷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
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

面; 26 公分 .-- (小康健 ; 10) .-- ISBN 

978-986-06994-3-2 (平裝) NT$380  

 863.599  

小兔子過橋 / 墨雨文字 ; 張元綺繪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22X22

公分 .-- (繪讀) .-- ISBN 978-626-307-

448-4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口罩森林隊 / 石晏如文 ; 胡琪琪圖 .-

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48 面; 23X25 公分 .-- (愛智

繪本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

608-578-9 (精裝) NT$280  

 863.599  

宅宅熊 / 陳雯祺文.圖 .-- 初版 .-- [新

北市] : 陳雯祺, 11012 .-- 32 面; 21X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74-3 (精裝) 

NT$390  

 863.599  

安雅的禮物 / 石晏如文 ; 崔麗君圖 .-

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6 面; 23X25 公分 .-- (愛智

繪本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

608-579-6 (精裝) NT$280  

 863.599  

我不是故意的 / 郝廣才文 ; 伯納丁

(Poly Bernatene)圖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40 面; 29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

館) .-- ISBN 978-986-5576-55-4 (精裝) 

NT$300  

 863.599  

走走南郭庄 / 南郭國小文.圖 ; 陳宥妤, 

吳嘉明主編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

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, 11011 .-- 5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98-

5 (精裝)  

 863.599  

沉默的老虎 / 微笑爺爺梁峰銘文 ; 張

家熒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前程出版

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 面; 27X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04-529-4 (精裝) 

NT$300  

 863.599  

阿公慢吞吞 / 石廷宇文 ; 王苡安繪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學好好學人文教育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 面; 20X21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284-

1-8 (精裝) NT$350  

 863.599  

阿芙特村的月光節 / 劉小蜜圖 ; 曾紀

璇文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國立暨南國

際大學出版 :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

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

發行, 11011 .-- 48 面; 22X25 公分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95201-1-4 (精

裝) NT$350  

 863.599  

要站哪一邊? / 黃郁欽文.圖 .-- 臺北
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小小思考家 ; 4) .-

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24-9 

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美樂村的萵苣王國 / 吳正隆文 ; 李凰

琴圖 .-- 二版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 社團

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, 11011 .-

- 40 面; 21X30 公分 .-- (爬一座故事山. 

2021) .-- 注 音 版  .-- ISBN 978-986-

06406-6-3 (精裝) NT$280  

 863.599  

浪 我給你一個家 / 洪靜怡作 ; 吳思翰, 

吳思憲, 吳思叡, 黃昱翔繪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21-527-9 (精裝) NT$350  

 863.599  

夏日交響曲 / 波波貓圖.文 .-- 二版 .-- 

雲林縣虎尾鎮 :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

林故事人協會, 11011 .-- 48 面; 21X30

公 分  .-- 注 音 版  .-- ISBN 978-986-

06406-5-6 (精裝) NT$280  

 863.599  

海洋號,出發! / 陳冠羽文.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32 面; 25 公分 .-- (小魯創

作繪本 ; 73) .-- ISBN 978-626-7043-55-

4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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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一下就好爸爸 = The wait-a-moment 

dad / 馬維欣文 ; 苗混混圖 .-- 初版 .-- 

臺 北 市  : 金 蘋 果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32 面; 25X24 公分 .-- (馬維

欣繪本集)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97830-9-5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最後的戰象 : 大兵林旺. 二部曲, 離家

五千里 / 李如青文.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步步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44 面; 3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895-7-0 ( 精 裝 ) 

NT$380  

 863.599  

最後的戰象 : 大兵林旺. 三部曲, 夢回

森林 / 李如青文.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步步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48 面; 3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895-8-7 ( 精 裝 ) 

NT$380  

 863.599  

最後的戰象 : 大兵林旺. 首部曲, 再見

吧叢林 / 李如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步步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50 面; 3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95-6-3 ( 精 裝 ) 

NT$380  

 863.599  

爺爺奶奶的情人裝 / 李光福文 ; 羅寗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 面; 24X24

公分 .-- (創作繪本) .-- ISBN 978-626-

7043-53-0 (精裝) NT$320  

 863.599  

磺溪裡的好朋友 / 何智遠文 ; 韓有志
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56 面; 21X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1-8-6 (平裝) 

NT$350  

 863.599  

客家文學與文史客家論集 / 黃子堯

著 .-- 新北市 :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, 

11012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5633-6-9 (平裝) NT$380  

1.客家文學 2.文學評論  863.72  

當代客家文學. 2021 / 黃子堯主編 .-- 

新北市 : 臺灣客家筆會, 11012 .-- 20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812-4-

0 (平裝) NT$320  

1.客家文學 2.文學評論  863.72  

*自轉車輪溜過个 / 李得福, 謝惠如

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佑恩管理顧問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

- (客家鄉土文學) .-- ISBN 978-626-

95381-0-2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60  

 863.73  

八音九歌十番集  / 劉惠月詩 .-- 初

版 .-- 宜蘭縣蘇澳鎮 : 劉惠月, 11011 .-

- 1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507-1 (精裝附光碟片) NT$500  

 863.751  

十二隻鴨仔呱呱呱  = Twelve ducks 

quack quack quack / 張捷明故事 ; 張竹

芩團隊繪圖 .-- 新北市 : 遠景出版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

- (遠景繪本系列 ; 19) .-- 客英中對

照 .-- ISBN 978-957-39-1134-0 (精裝附

數位影音光碟) NT$690  

 863.7599  

umaq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

集. 110 年第 12 屆 / 林二郎總編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

11012 .-- 43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35-54-7 (平裝) NT$450  

 863.83  

Luluna.遷徙 / 旅讀台灣發展促進會圖.

文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南投縣政府文

化局, 11012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5422-86-8 (精裝) 

NT$400  

 863.859  

西洋文學 

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 / 內佛.舒特作 ; 

陳婉容譯 .-- 二版 .-- 桃園市 : 逗點文

創結社, 11012 .-- 320 面; 15 公分 .-- 

(言寺 ; 80) .-- ISBN 978-986-99661-8-4 

(平裝) NT$350  

 873.57  

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 : 拉薩魔法

師 / 大衛米奇(David Michie)著 ; 王詩

琪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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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995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72-9 (平裝) NT$420  

 873.57  

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 : 神祕咒語 / 

大衛米奇(David Michie)著 ; 王詩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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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996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673-6 (平裝) NT$420  

 873.57  

尋歡作樂 / 威廉.薩默塞特.毛姆作 ; 

林步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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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

288 面; 21 公分 .-- (Great! ; 56) .-- ISBN 

978-626-310-157-9 (平裝) NT$320  

 873.57  

遊戲師 : <<裝幀師>>作者瑰麗奇想⧒

絕美新作  / 布莉琪 .柯林斯 (Bridget 

Collins)著 ; 吳品儒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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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故事盒

子 ; 67) .-- ISBN 978-986-384-624-6 (平

裝)  

 873.57  

愛麗絲夢遊仙境與鏡中奇緣 : 從不

絕版的西方奇幻經典.跨世紀珍藏版 

/ 路易斯.卡洛爾(Lewis Carroll)原著 ; 

馬丁.加德納(Martin Gardner)編注 ; 陳

榮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寫出版

社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發, 11012 .-- 512 面; 25 公分 .-- (be-

Brilliant!幸福感閱讀  ; HB0021R) .-- 

ISBN 978-957-9689-70-0 ( 精 裝 ) 

NT$1260  

 873.57  

親愛的不完美人生 / 安娜.荷普著 ; 黃

意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68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71-2 (平

裝) NT$380  

 873.57  

獻身英格蘭 / KJ 查爾斯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384 面; 

21 公分 .-- (MM ; MM011) .-- ISBN 

978-986-494-383-8 (平裝) NT$350  

 873.57  

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. 五, 無星之

地 / 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約翰‧

韋伯(Johannes Wiebel)繪 ; 朱崇旻譯 .-

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0-041-8 (平裝) NT$250  

 873.59  

仲夏夜之夢 / 威廉.莎士比亞(William 

Shakespeare)原著 ; 黃啟炎改寫 ; 樂本

漾繪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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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 面; 

21 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; 

60) .-- ISBN 978-986-338-461-8 (平裝) 

NT$220  

 873.596  

格列佛遊記 / 喬納森.史威夫特作 ; 劉

格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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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56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89-

9 (平裝) NT$300  

 873.596  

橡 皮 擦 男 孩  / 麗 莎 . 湯 普 森 (Lisa 

Thompson)著 ; 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
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487-77-0 (平裝)  

 873.596  

魔法星際寵物. 6, 魔法藥水 / 琳達.查

普曼(Linda Chapman)作 ; 陳思因譯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 , 1101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

(Much 讀本 ; 89) .-- ISBN 978-957-521-

523-1 (平裝) NT$220  

 873.596  

小貓頭鷹的新朋友 / 黛比.格里奧里

(Debi Gliori)著 ; 艾莉森.布朗(Alison 

Brown)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 面; 

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35-

1 (平裝) NT$180  

 873.599  

全心全意愛著你  / 珍 .查普曼 (Jane 

Chapman)作 ; 周婉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童心園 ; 

205) .-- ISBN 978-986-507-653-5 (精裝) 

NT$320  

 873.599  

狐狸菲尼克斯的隱藏天賦 / 克莉絲

蒂娜.拉德克維奇(Kristina Radkevich)

文.圖 ; 賴潔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36 面; 24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0-58-3 (精裝)  

 873.599  

章魚先生褲子搜查任務 / 蘇西.西尼

爾 (Suzy Senior) 文  ; 克 萊 兒 . 鮑 爾

(Claire Powell)圖 ; 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

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32 面; 26X26 公分 .-- (迷繪

本 ; 10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

521-531-6 (精裝) NT$350  

 873.599  

推銷大王尖嘴鳥 : 聰明消費,學會擁

有 真 正 的 快 樂  / 崔 西 . 寇 得 羅 伊

(Tracey Corderoy)作 ; 湯尼.尼爾(Tony 

Neal)繪 ; 周婉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32 面; 2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86-274-570-0 (精裝)  

 873.599  

最後一匹狼 / 蜜妮.葛瑞(Mini Grey)文.

圖 ; 柯倩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米奇巴克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5

公分 .-- (繪本夏令營 ; 32) .-- 注音版 .-

- ISBN 978-986-06451-3-2 ( 精 裝 ) 

NT$300  

 873.599  

跟著動物消防員過一天 / 雪倫.任塔

文.圖 ; 侯秋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 

APW060N) .-- ISBN 978-626-7043-62-2 

(精裝) NT$350  

 873.599  

跟著動物醫生過一天 / 雪倫.任塔文.

圖 ; 侯秋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

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40 面; 28 公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 

APW017N) .-- ISBN 978-626-7043-61-5 

(精裝) NT$350  

 873.599  

漫漫長夜 : 那些在夜晚工作的人們 / 

波莉.費博(Polly Faber)文 ; 海莉葉.哈

伯戴(Harriet Hobday)圖 ; 劉清彥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 面; 24X30 公
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74-

569-4 (精裝)  

 873.599  

男孩,鼴鼠,狐狸與馬 / 查理.麥克斯

(Charlie Mackesy)著 ; 韓絜光譯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

公司, 11101 .-- 128 面; 22 公分 .-- (美

好生活 ; 27) .-- ISBN 978-986-398-728-

4 (精裝) NT$550  

 873.6  

*厭 世 診 療 室  / 詹姆斯 . 斯圖 爾 特

(James Stewart)文 ; 羅米(K Roméy)圖 ; 

張家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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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44 面; 15X15 公分 .-- 

(新視野 New Window ; 235) .-- ISBN 

978-986-506-288-0 (平裝)  

 873.6  

一切皆有可能 / 伊麗莎白.斯特勞特

(Elizabeth Strout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Island ; 312) .-- 

ISBN 978-986-406-263-8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 874.57  

心是孤獨的獵手 : 村上春樹激賞摯

愛小說,美國天才女作家麥卡勒斯一

舉成名代表作(晦澀心靈的溫柔救贖) 

/ 卡森.麥卡勒斯著 ; 陳笑黎譯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出
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
行 , 11101 .-- 352 面 ; 21 公 分 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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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06505-7-0 (平裝)  

 874.57  

克蘇魯事件簿. 1 : 夏洛克.福爾摩斯

與沙德維爾暗影 / 詹姆斯.洛夫葛羅

夫(James Lovegrove)著 ; 李函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堡壘文化, 11101 .-- 320 面; 21

公分 .-- (New black ; 7) .-- ISBN 978-

626-95266-9-7 (平裝) NT$450  

 874.57  

倖存之家 / 安.派契特(Ann Patchett)著 ; 

李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寞出
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16 面; 

21 公分 .-- (Soul 系列 ; G0200044) .-- 

ISBN 978-626-95323-2-2 ( 平 裝 ) 

NT$460  

 874.57  

執狼之耳 / 勞拉.范登伯格(Laura van 

den Berg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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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342-3 (平裝)  

 874.57  

無名之城 : H.P. Lovecraft 短篇怪談選

+克蘇魯神話故事傑作選 / H.P.洛夫

克拉夫特(H.P. Lovecraft)著 ; 李函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堡壘文化, 11012 .-- 340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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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(New black ; 5) .-- ISBN 978-

626-95266-5-9 (平裝) NT$440  

 874.57  

極限返航 / 安迪.威爾(Andy Weir)作 ; 

郭庭瑄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84 面; 21 公分 .-

- (iREAD ; 150) .-- ISBN 978-957-658-

720-7 (平裝) NT$480  

 874.57  

*複製人妻 / 莎拉.蓋利(Sarah Gailey)

著 ; 蕭季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

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

灣分公司出版 : 希代多媒體書版股
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72 面; 21

公分 .-- (文學新象 ; 287) .-- ISBN 978-

986-506-287-3 (平裝)  

 874.57  

騙子王國 / 莉.巴度格(Leigh Bardugo)

著 ; 林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

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(Light ; 

19) .-- ISBN 978-986-319-611-2 (上冊:

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-986-319-

612-9 (下冊 :平裝 ) NT$380 .-- ISBN 

978-986-319-613-6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760  

 874.57  

壞猴子 / 麥特.羅夫(Matt Ruff)著 ; 聞

若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

- (Fever ; FR077) .-- ISBN 978-986-319-

608-2 (平裝) NT$300  

 874.57  

靈媒警探  / 蕎丹 .卡斯蒂略.普萊斯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 , 

11101 .-- 冊 .-- (MM ; 36-42) .-- ISBN 

978-986-494-396-8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397-5 (第

2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-

494-398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350 .-- 

ISBN 978-986-494-399-9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400-2 (第

5 冊: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-

494-401-9 (第 6 冊:平裝) NT$350 .-- 

ISBN 978-986-494-402-6 (第 7 冊:平裝) 
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403-3 (全

套:平裝) NT$2450  

 874.57  

妹 妹 與 我  / 蕾 娜 . 塔 吉 邁 爾 (Raina 

Telgemeier)著 ; 韓書妍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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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

(圖像館) .-- ISBN 978-626-7000-32-8 

(平裝) NT$399  

 874.59  

湖 中 之 光  / 莎 拉 . 鮑 曼 (Sarah R. 

Baughman)著 ; 柯清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小說館 ; 

34) .-- ISBN 978-986-449-251-0 (平裝) 

NT$360  

 874.59  

無 事 的守 護神  / 蘭迪 .里貝 (Randy 

Ribay)著 ; 朱崇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97-7-5 (平裝) NT$350  

 874.59  

山居歲月 / 珍 .克雷賀德 .喬治(Jean 

Craighead George)作 ; 傅蓓蒂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

- (金獎小說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

338-452-6 (精裝) NT$260  

 874.596  

天神公主學園. 6, 愛神的世紀對決 / 

瓊安.赫魯伯(Joan Holub), 蘇珊娜.威

廉斯(Suzanne Williams)作 ; 舒靈譯 .-- 

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 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

(Much 讀本 ; 9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57-521-529-3 (平裝) NT$220  

 874.596  

彩虹小馬. 12, 可愛奇兵 / 麥格諾莉亞.

貝拉 (Magnolia Belle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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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4 面; 
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54-

6 (精裝)  

 874.596  

葛瑞的囧日記. 16, 大號三分球 / 傑夫.

肯尼(Jeff Kinney)著 ; 陳信宏譯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4 面; 22 公
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25-

394-3 (平裝) NT$380  

 874.596  

綠野仙蹤 / 李曼.法蘭克.鮑姆原作 ; 

Lime Studio 故事.繪圖 ; 翁培元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

- (世界名著 ; 2) .-- ISBN 978-986-0761-

21-4 (平裝) NT$280  

 874.596  

綠野仙蹤 / 利曼.富蘭克.包姆(Lyman 

Frank Baum)原著 ; 區昕改寫 ; cincin 

chang 繪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

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

240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

讀經典 ; 60) .-- ISBN 978-986-338-454-

0 (平裝) NT$220  

 874.596  

爛泥怪 / 路易斯.薩奇爾(Louis Sachar)

作 ; 趙永芬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小魯大獎小說 ; 

BSP656N) .-- ISBN 978-626-7043-68-4 

(平裝) NT$320  

 874.596  

「沒有東西」送給你 / 麥當諾文.圖 ; 

陳柏伶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6 面; 

19X17 公分 .-- (創意系列) .-- ISBN 

978-986-5576-50-9 (精裝) NT$249  

 874.599  

小樹苗 : 森林家族的神奇故事 / 簡.休

斯(Jan Hughes)文 ; 茹絲.翰格薇爾德

(Ruth Hengeveld)圖 ; 黃聿君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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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2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33-2 (精

裝)  

 874.599  

抓不到魚的北極熊  / 凱雪兒 .高立

(Kashelle Gourley)作  ; 斯凱拉 .霍根

(Skylar Hogan)繪 ; 吳羽涵譯 .-- 初版 .-

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40 面; 25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

9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

522-4 (精裝) NT$350  

 874.599  

席 薇 亞 的 書 店  / 羅 伯 特 . 博 利 格

(Robert Burleigh)文 ; 吳菁蓁(Katy Wu)

圖 ; 游珮芸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米奇巴克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9

公分 .-- (繪本夏令營 ; 33) .-- 注音版 .-

- ISBN 978-986-06451-4-9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 874.59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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蜘蛛人與驚奇之友 : 三人之力,無所

畏懼 / 史蒂夫.貝林(Steve Behling)作 ; 

劉銘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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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4 面; 2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59-1 (精裝)  

 874.599  

慶祝卡比山的禮物節 / 科里.杜若菲

德(Cori Doerrfeld)文.繪 ; 李貞慧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 面; 26X26 公

分 .-- (繪本館 ; 75) .-- ISBN 978-986-

0795-88-2 (精裝) NT$320  

 874.599  

聰明餅乾 / 喬里約翰(Jory John)文 ; 皮

特奧瓦德 (Pete Oswald)圖  ; 王欣榆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 面; 28 公

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 978-

986-5576-53-0 (精裝) NT$300  

 874.599  

巴黎,不散的饗宴 : 海明威的巴黎歲

月 / 海明威(Ernest Hemingway)著 ; 劉

俐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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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7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05-2 (平

裝) NT$320  

 874.6  

流浪者之歌 : 你的靈魂,就是整個世

界!赫曼.赫塞傳世之作,出版 100 週年

紀念版 / 赫曼.赫塞(Hermann Hesse)

著 ; 楊武能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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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

分 .-- (心靈方舟 ; 34) .-- 歌德金質獎

章譯者典藏譯本  .-- ISBN 978-626-

7095-04-1 (平裝) NT$380  

 875.57  

千萬別打開!古怪快遞 : 黏踢踢的包

裹  / 夏 洛 特 . 哈 柏 薩 克 (Charlotte 

Habersack)著 ; 管中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 市  :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, 
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1-322-7 (精裝)  

 875.59  

這就是我 / 威希特文.圖 ; 林煜幃譯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72 面; 19X19 公

分 .-- (創意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

5576-51-6 (精裝) NT$299  

 875.599  

南方郵航 / 安東尼.聖修伯里著 ; 蔡孟

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出版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

- (愛經典 ; 19) .-- ISBN 978-626-95371-

2-9 (平裝) NT$250  

 876.59  

鹿人。手札 / 喬佛.德洛姆(Geoffroy 

Delorme)著 ; 韓璞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0487-76-3 (平裝)  

 876.6  

黑城 / 多那托.卡瑞西作 ; 蘇瑩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

- (Storytella ; 124) .-- ISBN 978-957-

741-481-6 (平裝) NT$390  

 877.57  

童話夢工場 : 魔法女孩的木偶寶寶 / 

卡洛.科洛迪原著 ; 耿啟文作 ; 貓十字

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

- (童話夢工場 ; 1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

978-957-521-524-8 (平裝) NT$250  

 877.596  

我的媽媽和吃掉時間的惡龍 / 伊莎

貝拉.芭亞(Isabella Paglia)文 ; 法蘭切

絲卡.克索(Francesca Corso)圖 ; 張家

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 , 11102 .-- 40 面 ; 

26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56-

9 (精裝)  

 877.599  

蔬菜生氣了!為什麼討厭我們? / 克勞

帝奧.哥貝提(Claudio Gobbetti)文 ; 黛

安娜.尼可洛娃(Diyana Nikolova)圖 ; 

吳羽涵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 面; 28

公分 .-- (迷繪本 ; 100) .-- 注音版 .-- 

ISBN 978-957-521-526-2 ( 精 裝 ) 

NT$350  

 877.599  

躲 好 了 沒 ? / 吉 列 爾 梅 . 卡 斯 騰

(Guilherme Karsten)作 ; 艾可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出版 : 英屬
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38 面; 29

公分 .-- (繪本滴 ; 99) .-- ISBN 978-626-

7038-07-9 (精裝) NT$360  

 878.599  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
洲、大洋洲文學 

人依靠什麼而活 : 托爾斯泰短篇哲

理故事 / 列夫.托爾斯泰著 ; 王敏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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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(經典文學 ; OEID4518)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92-9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 880.57  

冰島暗湧  : 孤島  / 拉格納 .約拿森

(Ragnar Jonasson)著 ; 蘇雅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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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臉譜小說選 ; FR6582) .-- ISBN 

978-626-315-055-3 (平裝) NT$340  

 881.257  

冰島暗湧  : 暗潮  / 拉格納 .約拿森

(Ragnar Jonasson)著 ; 蘇雅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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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

分 .-- (臉譜小說選 ; FR6581) .-- ISBN 

978-626-315-054-6 (平裝) NT$350  

 881.257  

冰島暗湧  : 謎霧  / 拉格納 .約拿森

(Ragnar Jonasson)著 ; 林零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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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48 面; 21 公分 .-- (臉

譜小說選 ; FR6583)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56-0 (平裝) NT$360  

 881.257  

獵魔士. 長篇 1, 精靈血 / 安傑.薩普科

夫斯基(Andrzej Sapkowski)著 ; 葉祉

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有

限公司, 1101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19-616-7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 882.157  

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 / 斯蒂芬.褚威

格著 ; 沉櫻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地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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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(大地叢書 ; 44) .-- ISBN 

978-986-402-353-0 (平裝) NT$250  

 882.257  

小蛇古斯想要腿  / 湯瑪士 .莫爾加 

(Tomáš Murgaš)作 ; 瑪塔.梅薩羅薩娃

(Marta Mészárosová)繪 ; 黃筱茵翻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剛好國際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20 面; 23X25 公分 .-- 

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495-6-9 (精

裝) NT$360  

 882.4599  

法官和他的劊子手 / 弗里德里希.迪

倫馬特著 ; 趙崇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
4991 種)(Choice ; 348) .-- ISBN 978-

957-33-3827-7 (平裝) NT$280  

 882.557  

生日快樂 = Happy birthday .-- 臺中市 : 

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0

面; 24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

986-5542-16-0 (精裝) NT$460  

 882.5599  

迷宮中的將軍 / 加布列.賈西亞.馬奎

斯(Gabriel García Márquez)著 ; 葉淑

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

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

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5000 種)(Classic ; 

114) .-- ISBN 978-957-33-3838-3 (平裝)  

 885.7357  

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/ 聶魯

達(Pablo Neruda)著 ; 陳黎, 張芬齡譯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譯

叢 ; 953) .-- ISBN 978-986-450-383-4 

(平裝) NT$300  

 885.8151  

第 一 人 稱 說 謊 家  / 理 查 . 費 納 根

(Richard Flanagan)著 ; 張玄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84 面; 21 公

分 .-- (大師名作坊 ; 183)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49-8 (平裝) NT$380  

 887.157  

你 有 看 到 羅 賓 森 先 生 嗎 ? / 阿 文

(Arwen Huang)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

光點, 11101 .-- 42 面; 25 公分 .-- 中英

對照 .-- ISBN 978-626-7051-08-5 (精裝)  

 887.1599  

關燈也沒關係,我不怕黑 / 喬許.派克

(Josh Pyke)作 ; 克里斯.尼克森(Chris 

Nixon)繪 ; 吳愉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42 面; 29 公分 .-- (童心園 ; 

204) .-- ISBN 978-986-507-651-1 (精裝) 

NT$320  

 887.1599  

藝術類 

總論 

概念設計 / 向海濤, 毛宸霞編著 .-- 修

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

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74-9 (平

裝) NT$450  

1.藝術設計學  901  

藝術中的精神  / 康丁斯基 (Wassily 

Kandinsky)著 ; 余敏玲譯 .-- 二版 .-- 新

北市 : 高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176 面; 22 公分 .-- (What's 

aesthetics ; 7) .-- ISBN 978-986-06376-

3-2 (平裝) NT$380  

1.藝術哲學 2.美學  901.1  

透過素描學習美術解剖學 / 加藤公

太著 ; 楊哲群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

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2-09-

8 (平裝) NT$400  

1.藝術解剖學 2.素描  901.3  

文化中介的美麗與哀愁 : 愛丁堡藝

穗節六部曲 / 翁立美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98-9 (平裝) NT$400  

1.藝術行政 2.藝文活動 3.表演藝術  

901.6  

液態之愛 = Liquid love / 鄭慧華, 羅悅

全, 黃郁捷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立方計劃空間, 11012 .-- 172 面; 26 公

分  .-- 中 英 對 照  .-- ISBN 978-986-

90435-3-3 (平裝) NT$600  

1.現代藝術 2.作品集  902  

聲經絡 : 台灣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

馬來西亞的聲響文化製圖  = Sound 

meridians : cultural counter-mapping 

through sound : Taiwan, the Philippines, 

Singapore and Malaysia / 鄭慧華, 羅悅

全, 黃郁捷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立方計劃空間, 11012 .-- 192 面; 26 公

分  .-- 中 英 對 照  .-- ISBN 978-986-

90435-4-0 (平裝) NT$600  

1.現代藝術 2.聲音傳播 3.作品集  

902  

台南市藝術家協會會員作品專輯. 第

八屆 = The members album of Tainan 

artist association / 郭金保總策劃 .-- 臺

南市 : 台南市藝術家協會, 11012 .-- 

162 面; 29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9906-5-0 (精裝) NT$12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專輯. 2021 / 林榮

森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南投市 : 南投

縣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296 面; 26 公

分 .-- (文化資產叢書 ; 247) .-- ISBN 

978-986-5422-84-4 (平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*屏東獎專輯. 2021 / 屏東縣政府編 .-

- 初 版  .-- 屏 東 市  : 屏 東 縣 政 府 , 

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72-50-4 (精裝) NT$400  

1.藝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基隆美展 . 2021 = Keelung fine arts 

exhibition / 陳靜萍主編 .-- 初版 .-- 基

隆市 : 基隆市文化局, 11012 .-- 68 面; 

26X26 公分 .-- (基隆文心叢刊 ; 315) .-

- ISBN 978-986-5417-26-0 ( 平 裝 ) 

NT$315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從漫畫開始  : 李明則  = Start with 

comics : Li, Ming-Tse / 吳守哲總編

輯 .-- 高雄市 :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

修科技大學出版 : 正修科技大學藝

文處發行, 11012 .-- 108 面; 25X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45-2-9 (平裝)  

1.現代藝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臺 東 美 展 . 2021 = Taitung Art 

Exhibition 2021 / 顏志光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政府, 11012 .-- 

14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9-

69-1 (平裝) NT$6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臺南傑出藝術家巡迴展. 2021 : 神紋

樣:廖慶章 X 蘇小夢雙個展 = 2021 

Traveling Exhibition of Excellent Tainan 

Artists : Cosmos and Its Patterns:A Duo 

Exhibition by Liao Chin Chang & Hsiao-

Meng Su / 龔卓軍主編 .-- 臺南市 : 臺

南市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146 面;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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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63-8 (平裝) 

NT$800  

1.藝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擁抱 : 旅英當代藝術家優席夫 南島

藝術美展 = Embrace : Yosifu, A UK-

based Contemporary Artist : 

Austronesian Art Exhibition / 呂信芳總

編輯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18-67-0 (精裝) NT$700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繪聚 :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美術

班畢業專輯. 第 24 屆 / 九年十五班全

體同學編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立明

仁國民中學, 11012 .-- 13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0-09-3 (平裝)  

1.美術 2.作品集  902.33  

藝術與文化之美 = The aesthetics of art 

and culture / 曾惠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15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6-893-

0 (平裝) NT$300  

1.藝術教育 2.教學研究 3.高等教育  

903  

臺 南 國 際 藝 術 進 駐 計 畫 . 2021 = 

Artists-in-Residence Program in Tainan / 

張鈺, 潘美君撰文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

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7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87-65-2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藝術 2.藝術家 3.機關團體 4.臺南

市  906  

回聲 : 台灣當代藝術家創作展 = Echo 

/ 趙茂東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問空間工

作室, 11011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450-5-9 (平裝)  

1.藝術展覽 2.現代藝術 3.作品集  

906.6  

拓開國際 : 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巴西

聖保羅雙年展檔案彙編. II 1959-1968 

= The NMH and the São Paulo Biennial : 

selected archives. II 1959-1968 / 陳曼華
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歷史博

物館, 11012 .-- 3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84-1 (精裝) NT$1500  

1.藝術展覽 2.文獻 3.臺灣 4.巴西  

906.6  

為 了 明 天 的 進 行 式  = Tomorrow, 

towarding / 駱麗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

會臺北當代藝術館出版 : 財團法人

臺北市文化基金會發行, 11011 .-- 192

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06763-3-4 (精裝) NT$900  

1.藝術展覽 2.現代藝術 3.作品集  

906.6  

桃園市立美術館年報. 2020 = Taoyuan 

Museum of Fine Arts annual report 2020 

/ 劉俊蘭主編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立美

術館, 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20-46-3 (平裝) NT$300  

1.桃園市立美術館  906.8  

逐鹿之海 : 物流、人流、海流 = A 

song of seas and power : the flow of labor, 

goods and currents / 黃舒屏主編 .-- 初

版  .-- 臺中市  : 國立臺灣美術館 , 

11012 .-- 86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

- ISBN 978-986-532-501-5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1.現代藝術 2.美術館展覽  906.8  

孤島問題 : 一個台灣藝評人的田野 / 

簡子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家

出版社, 1101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82-283-8 ( 平 裝 ) 

NT$360  

1.藝術 2.藝術評論 3.文集  907  

*臺藝大美碩班會刊. 二 0 二一第十

四期  = Graduate student organization 

journal NO.14 / 陳貺怡總編輯 .-- 新北

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美

術學系, 11011 .-- 83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96-8-3 (平裝)  

1.藝術 2.文集  907  

*徐復觀教授<<中國藝術精神>>手

稿整理劄記 / 陳惠美, 謝鶯興整理 .-- 

臺中市 : 東海大學圖書館, 11011 .-- 

172 面; 25 公分 .-- (館藏手稿整理系

列 ; 2) .-- ISBN 978-957-548-097-4 (平

裝)  

1.藝術史 2.手稿 3.筆記 4.中國  

909.2  

台灣美術通史 / 白適銘主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, 

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92-0-8 (平裝) NT$350  

1.美術史 2.臺灣  909.33  

臺灣跨領域藝術教育先驅者 : 王建

柱  = Pioneer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 

education in Taiwan : Wang Chien-Chu / 

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.-- 臺北

市  : 財 團 法 人 創 價 文 教 基 金 會 , 

11101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(文化

尋根建構台灣美術百年史)(創價文

化藝術系列. 2022 年) .-- ISBN 978-

957-9566-89-6 (平裝)  

1.王建柱 2.學術思想 3.藝術 4.作品

集  909.933  

音樂 

*電影蒙太奇概念在我音樂創作中之

應用 / 林岑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歐普思音樂藝術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460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7479-6-8 (平裝) NT$800  

1.音樂創作 2.剪輯技術 3.電影理論  

910  

<<新文化觀點 臺灣音樂一百年>>文

協 百 年 特 展  = New cultural 

perspectives one hundred years of 

Taiwanese Music : Cultural Association 

Centennial Special Exhibition / 呂鈺秀, 

洪嘉吟, 徐玫玲, 張儷瓊, 陳麗琦, 游

素凰, 黃裕元, 葉樹涵, 熊儒賢, 羅文

秀撰稿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五結鄉 : 國

立傳統藝術中心, 11011 .-- 1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65-0 (平裝) 

NT$300  

1.音樂史 2.臺灣  910.933  

天才作曲家跟你想的不一樣 : 透過

12 位大師的逗趣人生,按下認識古典

樂的快速鍵! / やまみちゆか圖.文 ; 

蕭辰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60-0 (平裝)  

1.音樂家 2.傳記  910.99  

潮庄傳奇演藝 : 潮洲音樂創作達人

生旅 / 陳錦力作 .-- 臺南市 : 新鳴遠

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206-37-3 (平裝)  

1.陳錦力 2.自傳 3.音樂創作  

910.9933  

偉大作曲家群像 : 德布西 / 保羅.荷密

斯著 ; 楊敦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6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50-1 (平

裝) NT$380  

1.德布西(Debussy, Claude, 1862-1919) 

2.作曲家 3.傳記 4.法國  910.9942  

超音樂理論 : 調性.和弦 / 侘美秀俊

著 ; 徐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

博士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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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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0-200-5 (平裝) NT$350  

1.樂理  911.1  

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. 2021 

= Hakka music / 李安妤總策劃 .-- 新

竹縣竹北市  :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, 

11012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91-04-3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150  

1.客家民謠 2.臺灣  913.533  

*笙現代音樂作品中演奏技法之探

討 : 以鍾啟榮<<靜心.花海>>、沈葉

<<Duo.鐸>>為例 / 黃朧逸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

版部, 11011 .-- 1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96-398-9 (平裝) NT$250  

1.笙 2.演奏 3.樂曲分析  919.12  

閩南、粵東箏樂文化的區域研究 : 

閩客潮箏樂小曲的形質與流變 / 張

儷瓊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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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7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74-1-8 (平裝) 

NT$500  

1.箏 2.演奏 3.樂曲分析  919.32  

建築 

生態藝術 : 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 / 保

羅.阿登納(Paul Ardenne)作 ; 詹育杰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

分 .-- (Critique ; 25) .-- ISBN 978-626-

7031-10-0 (平裝) NT$480  

1.環境藝術 2.地景藝術 3.作品集  

920  

家常對話 : 給入住者的點交手冊 = 

Small talk : a guide to live here / 好伴社

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

住宅發展工程處,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

展局, 11011 .-- 7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59-2 (平裝)  

1.公共藝術 2.集合住宅 3.臺中市  

920  

全國綠建築繪畫徵圖比賽得獎作品. 

2020 / 社團法人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

編撰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

築研究所, 11012 .-- 22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6-66-5 (平裝)  

1.綠建築 2.建築節能 3.繪畫 4.作品

集  920.25  

建築學是什麼 / 關華山著 .-- 臺中市 : 

臺中市建築師公會, 11011 .-- 14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65-0-3 (平

裝)  

1.建築 2.文集  920.7  

John Liao 廖韋強 : 空間異想世界 / 廖

韋強作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

22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5-

577-5 (精裝) NT$2500  

1.廖韋強 2.建築師 3.學術思想 4.臺

灣傳記  920.9933  

物的向度 : 女建築家的工作日常 = 

The dimension of objects : everyday 

things of women in architecture / 台灣女

建築家學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社團法人台灣女建築家學會, 11012 .-

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8928-1-0 (平裝) NT$500  

1.建築師 2.建築藝術 3.臺灣傳記 4.

女性傳記  920.9933  

相與原 : 李祖原 x 阮慶岳 對談建築 / 

阮慶岳策劃 ; 李祖原審訂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有方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(有方之美 ; 10) .-

- ISBN 978-986-99686-3-8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1.李祖原 2.建築師 3.學術思想 4.臺

灣傳記  920.9933  

建築的臉龐 : 世界現代建築立面設

計 = The face of architecture / 徐純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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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66-2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6000  

1.建築美術設計 2.現代建築  921  

LPA 的建築札記 : 邁向「立派」建築

家之路 / 謝宗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 :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2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73-1-1 (平裝) NT$420  

1.建築 2.建築藝術 3.建築師 4.臺灣  

923.33  

臺灣建築 50 年 : 1971-2021 / 廖慧燕

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

師公會雜誌社, 11012 .-- 240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226-49-3 (精裝) 

NT$450  

1.建築史 2.文集 3.臺灣  923.33  

老建築真遊趣 Vol.2 : 淡水河中下游

區域老建築圖說 / 李長蔚計畫主持 ; 

邵慶旺共同主持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11011 .-- 5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6-7-6 (平裝)  

1.房屋建築 2.建築藝術 3.文化資產

保存 4.淡水河  928.33  

雕塑 

相 由 心 生  : 廖 述 乾 創 作 個 展  = 

Appearance determined by the state of 

mind : Liao Shu-Chien solo exhibition / 

陳佳君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

府文化局, 11011 .-- 80 面; 25X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50-9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雕塑 2.作品集  930  

雕刻の五.七.五 亞洲國際藝術大學

交流展 in 台灣. 2021 : 袖珍雕塑展暨

競 賽 專 刊 . 第 十 二 屆  = "HAIKU-

Sculpture 2021" international exchange 

exhibition for Asian Art Universities in 

Taiwan : The 12th shoebox sculpture 

exhibition / 賴永興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11012 .-

- 冊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

95474-2-5 (全套:平裝) NT$880  

1.雕塑 2.作品集  930.8  

臺灣雕塑新藝獎. 2021 / 陳佳君總編

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1 .-- 10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1-52-3 (平裝) NT$400  

1.雕塑 2.作品集  930.8  

心逸樂書篆 : 陳勝德華甲書瑑印鈕

作品集 / 陳欣執行編輯 .-- [高雄市] : 

陳勝德出版 : 令雅軒發行, 11011 .-- 

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567-5 (平裝) NT$600  

1.印譜 2.篆刻 3.作品集  931.7  

永受嘉福 : 徐清祺印輯 / 徐清祺作 .-

- 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臺 北 印 社 , 

11012 .-- 102 面; 26 公分 .-- (臺北印社

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89671-4-4 (平

裝) NT$300  

1.印譜  931.7  

高駿華印拓 / 高駿華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瓏丁藝文工作坊, 11012 .-- 6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79-1-

0 (平裝)  



103 

 

1.印譜 2.篆刻  931.7  

張敬 86 別有天地創作集. 2022 = The 

miraculous world of Chang ching's 

sculpture artworks at 86 / 陳璧君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

政府, 1110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50-39-3 (精裝)  

1.木雕 2.作品集  933  

勉藝 : 亞洲青年木雕藝術研習營 = 

Asia youth wood carving training camp / 

林彥甫總編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

府文化觀光局, 11011 .-- 12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0-08-6 (平裝) 

NT$500  

1.木雕 2.作品集  933  

雲間 : 劉榮輝陶藝創作畫冊 / 劉榮輝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富貴陶園藝術

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96 面; 28 公

分  .-- 中 英 對 照  .-- ISBN 978-986-

83593-9-0 (精裝)  
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 938  

蒔花弄草.瓶盆風華 : 台灣陶藝專輯. 

2021 = The 2021 ceramics exhibition 

Taiwan / 許清全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台

灣陶藝學會, 11011 .-- 140 面; 25X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4941-4-5 (精裝) 

NT$600  
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 938  

燊陶 : 苗栗陶藝術節 . 2021 = 2021 

Miaoli pottery arts festival / 林彥甫總編

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

局, 11012 .-- 155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0-10-9 (平裝) NT$500  

1.陶瓷工藝 2.作品集  938  

書畫 

繪 畫 獨 立  : 不 是 宣 言 的 宣 言  = 

Manifeste de l'indépendance et de la 

libération de la peinture / 噴汀曼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阿橋社文化事業有

限公司, 11101 .-- 112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7113-7-1 ( 平 裝 ) 

NT$229  

1.繪畫 2.畫論  940.1  

*關於一切不確定的因子 : 黃怡雯作

品選輯 / 黃怡雯著 .-- 臺南市 : 黃怡

雯, 11011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24-8 (平裝) NT$550  

1.黃怡雯 2.畫家 3.學術思想 4.畫冊  

940.9933  

「<<百年春風-臺灣近代書畫教育典

範>>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/ 盧

瑞珽, 盧正忠, 吳弘鈞, 莊麗雪, 呂玉

惠, 林亮吟, 許志芳, 林淑智, 張維元, 

蘇玟瑜編輯 .-- 臺北市 : 傅狷夫書畫

學會, 11012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6192-4-0 (平裝)  

1.書畫 2.藝術評論 3.文集  941.07  

黑 水 鉤  : 清 代 書 畫 展  = Gōu of 

Formosa Strait : Exhibition of Qing 

Period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/ 林育

淳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

美術館, 11012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7-59-1 (平裝)  

1.書畫 2.畫論 3.文集  941.07  

中國書畫的一千零一夜 / 馬菁菁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

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4-

01-4 (平裝) NT$560  

1.書畫 2.藝術欣賞  941.4  

松風水月  : 溥心畬詩書畫特展  = 

Blow in the pines a noble soul : the art of 

Pu Hsin-Yu / 張炳煌總編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

江大學, 11012 .-- 328 面; 3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2-10-7 ( 精 裝 ) 

NT$320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5  

紅塵清曠 : 謝榮恩書畫篆刻集 / 謝榮

恩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

11012 .-- 7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1-47-9 (平裝) NT$300  

1.書畫 2.印譜 3.作品集  941.5  

顛倒夢想 : 張尚為的左書世界 / 張尚

為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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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樂知 ; 13) .-- ISBN 978-986-

06613-8-5 (平裝) NT$38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5  

筆墨抒懷 情聚兩岸 : 海峽兩岸書畫

名家交流展 / 王源東等 52 位作 .-- 臺

中市 : 陳永芳, 11011 .-- 1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04-0 (平裝) 

NT$90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嘎檔文化節. 第五屆 : 海峽兩岸藝術

名家邀請展 .-- [臺北市] : 社團法人中

華國際嘎檔巴佛教總會, 11011 .-- 2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6-0-

1 (平裝) NT$250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翰墨薪傳 : 110 年新北市新莊書畫會

會員展作品集 / 徐秀娥總編輯 .-- 新

北市 :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, 11012 .-- 

128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9841-6-5 (平裝)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藝林清韻 : 台北市中華書畫藝術學

會 110 年名家邀請暨會員書畫聯展

專輯 / 馮士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台北市中華書畫藝術學會, 11011 .-- 

112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2880-4-1 (平裝) NT$600  

1.書畫 2.作品集  941.6  

陳定山談藝錄 / 陳定山原著 ; 蔡登山
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

11012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 

21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

84-5 (平裝) NT$380  

1.書畫史 2.藝術評論 3.中國  941.9  

寇培深書畫傳承論壇論文集. 二 0 二

一年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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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87-5-2 (平裝)  

1.寇培深 2.學術思想 3.書法 4.文集  

942.0933  

居家春聯參考書 / 吳三賢書 ; 陳景聰

編 .-- 臺中市 : 正大光明毛筆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(春聯系

列. 1, 行書聯) .-- ISBN 978-626-95128-

0-5 (平裝) NT$250  

1.書法 2.春聯  943.5  

陸友亮書法 / 陳振順編製 .-- 初版 .-- 

花蓮市 : 陳振順, 11011 .-- 139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63-7 (平裝) 

NT$5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路遙草書千字文 / 蕭世瓊作 .-- 臺中

市 : 林瑪琍, 11012 .-- 177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569-9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法帖  943.5  

墨海掣鯨 : 杜忠誥 竹塹.磺溪巡迴展 

/ 杜忠誥作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新竹縣

政府文化局 ;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

11012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91-03-6 (平裝) NT$8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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駑馬漫行 : 郭敏郎書法作品集 / 郭敏

郎編輯 .-- [高雄市] : 郭敏郎, 11011 .-

- 56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43-9530-9 (平裝) NT$3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融古開今 : 施春茂八十書藝創作展 / 

施春茂作 .-- 臺北市 : 國立國父紀念

館, 11012 .-- 254 面; 26X3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69-8 (精裝)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5  

書道傳心法 : 澹廬書會會員展作品. 

第五十三次 = The 53rd exhibition of 

Dan-Lu Calligraphy Society collection of 

works / 胡大智, 林俊光, 徐長春, 李建

德, 徐靜國, 程銘洲, 席秀月, 楊淑華, 

林美智, 學研小組執行編輯 .-- 新北

市 : 澹廬書會, 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1107-9-2 (平裝) 

NT$160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6  

毫末起雄風 : 一九四九渡海來臺之

新本土書家系列 / 林俊臣主編 .-- 高

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, 11012 .-

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14-

90-8 (平裝)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6  

臺南市玄武書法碑林 / 66 位書法藝

術家著作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南瀛書

法學會, 臺南市新市文化特區大社東

勢北極殿, 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89275-7-5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1.書法 2.作品集  943.6  

景魚軒書法教室 : 新春對聯書寫範

本. 二 / 吳明昌撰寫 .-- 高雄市 : 景魚

軒, 11012 .-- 100 面; 3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2359-6-9 (平裝) NT$500  

1.習字範本  943.9  

文徵明書過庭復語十節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, 

11011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10-1-1 (平裝) NT$300  

1.習字範本 2.行書  943.94  

大人的寫字書 : 靜心練字寫<<心經

>> / 寫字小組整理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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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3-9-

2 (平裝) NT$150  

1.習字範本  943.97  

美字靜心.日日抒寫 / Jason Su, 大風

文創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5-2-3 (平

裝) NT$180  

1.習字範本  943.97  

水漾畫情 : 高聖賢水墨創作展 = The 

amorous feelings of water : Kao Sheng-

hsien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/ 高志遠, 

葉玫艷編輯  .-- 高雄市  : 高聖賢 , 

11011 .-- 12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14-9 (平裝) NT$10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古籍新詮 : 袁金塔水墨紙漿多媒材

妝 置 作 品 選  = Yuan Gin-Ta : new 

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books : a 

selection of ink, paper and pulp 

installation artworks / 袁金塔作 .-- 初

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11011 .-

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73-37-2 (平裝) NT$250  

1.水墨畫 2.複合媒材繪畫 3.畫冊  

945.6  

吳學孟畫集 : 不染塵埃。吳學孟花

甲又五水墨創作展 = Wu Syue Meng 

collections / 吳學孟作 .-- 臺中市 : 吳

學孟, 11012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08-8 ( 平 裝 ) 

NT$7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傅抱石 : 華人百年巨匠系列 / 晶美術

館策展團隊執行編輯 .-- [臺中市] : 財

團法人創新文化基金會, 11012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6300-5-

5 (平裝) NT$9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新竹縣優秀藝術家薪傳展. 2021 : 筆

歌墨舞 : 李登勝水墨畫展 / 李安妤總

編輯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府

文化局, 1101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21-98-4 ( 精 裝 ) 

NT$800  

1.水墨畫 2.畫冊  945.6  

歐豪年人物畫特展集 / 李婉慧, 歐大

衛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

大學歐豪年美術館, 11011 .-- 6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97-2 (平裝) 

NT$500  

1.水墨畫 2.人物畫 3.畫冊  945.6  

零基礎素描入門教程 / 飛樂鳥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

11101 .-- 15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7-738-0 (平裝) NT$320  

1.素描 2.繪畫技法  947.16  

心臟爆擊!人氣偶像男子魅力畫法 = 

How to draw "idol danshi" / ここかな

た著 ; 蘇聖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392-9-4 (平裝) NT$380  

1.人物畫 2.男性 3.繪畫技法  947.2  

花.鳥.四季彩繪童話森林 / しもかわ

らゆみ著 ; 張淑君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良品文化館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發行 , 11012 .-- 74 面 ; 

25X25 公分 .-- (彩繪良品 ; 2) .-- ISBN 

978-986-7627-42-1 (平裝) NT$32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39  

360°全方位解析 : 漫畫角色臉.髮型.

表情入門 / 中村仁聴監修 ; 蘇聖翔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三悅文化圖書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14-0-8 (平裝) 

NT$480  

1.漫畫 2.人物畫 3.繪畫技法  947.41  

一個人的巴黎江湖 : 炸蝦人在法國 / 

炸蝦人 fshrimp 著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

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

分 .-- (視覺系 ; 33) .-- ISBN 978-986-

179-708-3 (平裝) NT$380  

 947.41  

*和牛一起長大 / 鄭大昕文.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鄭大昕, 11011 .-- 128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95-

1 (平裝) NT$320  

 947.41  

看見神之翼 / 柯宥希漫畫主筆 ; 廖靜

清撰稿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

工藝研究發展中心, 11011 .-- 164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86-5 (平

裝)  

1.漫畫  947.41  

貴貴的 100 件笨蛋事 / PS 女孩貴貴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, 

11012 .-- 19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69-58-6 (平裝) NT$340  

1.漫畫  947.41  

尋龍歷險記. 7, 口吐劇毒的暴戾巨龍 

/ 林詩敏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0 面; 

25 公分 .-- (神秘科學探險隊系列)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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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57-658-717-7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1.漫畫  947.41  

楓之谷大冒險 / 宋道樹作 ; 徐正銀繪 ; 

徐月珠譯 .-- [初版] .-- 臺北市 : 三采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0 面; 

25 公分 .-- (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

程) .-- ISBN 978-957-658-709-2 (第 30

冊:平裝) NT$300  

1.漫畫  947.41  

如 何 畫 出 漂 亮 的 手  / き び う ら , 

YUNOKI, 玄米, HANA, アサヮ作 ; 林

芷柔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2-06-7 (平裝) 

NT$40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3.手  947.45  

孩子一學就會的趣味畫畫大全集 : 

專業兒童美術教師設計!8 大人氣主

題 X146 張可愛插圖,激發孩子觀察

力、美感力、想像力! / 許敏英作 ; 

余映萱譯 .-- 新北市 : 美藝學苑出版

社, 11012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(美的

玩藝 ; 14) .-- ISBN 978-986-6220-45-6 

(平裝)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 947.45  

故事裡的家 : 吉田誠治美術設定集 / 

吉田誠治著 ; 黃詩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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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28 面; 

24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98-

0 (精裝)  

1.插畫 2.畫冊  947.45  

密件副本 : 廖偉立漫畫集 / 廖偉立繪.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雙囍出版, 11012 .-- 96

面; 19 公分 .-- (雙囍圖像 ; 2) .-- ISBN 

978-986-06355-7-7 (平裝) NT$500  

 947.45  

絕讚奇幻插畫繪製 : 武器、魔獸、

人物與場景等令人驚艷的著色技法

大 揭 密  / 中 村 エ イ ト , ル ヂ ア , 

FUYUMIKAN, 猫えモン , 久保はる

し著 ; 羅淑慧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78-

4 (平裝) NT$490  
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3.電腦繪圖  

947.45  

貓與我。 : 走進女高中生與貓貓的

萌日常 / 森倉圓等著 ; 王怡山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59-4 (平裝)  

1.插畫 2.漫畫 3.貓 4.畫冊  947.45  

Ocean Fun 同遊海洋全國兒童繪畫畫

冊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家海洋研究

院, 11011 .-- 60 面; 18x2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7-59-3 (平裝)  

1.兒童畫 2.畫冊  947.47  

全國兒童畫選 : 國泰全國兒童繪畫

比賽得獎作品. 第 46 屆 / 國泰金控公

關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泰金

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03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949-4-3 (平

裝) NT$300  

1.兒童畫 2.畫冊  947.47  

TAKAO.台客.南方 HUE : 李俊賢 = 

TAKAO.TAIKE.SOUTHERN HUE : 

JIUNSHYAN LEE / 龔卓軍, 許遠達主
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立美術

館 ; 臺南市 : 臺南藝術公社, 11012 .-- 

30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

62-9 (平裝) NT$888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中山青年藝術獎. 2021 / 楊同慧總編

輯  .-- 臺北市  : 國立國父紀念館 , 

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75-9 (平裝) NT$450  

1.繪畫 2.書法 3.作品集  947.5  

心靈之華 : 陳俊州回顧展 / 陳明惠, 

陳信宏作 ; 呂誼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, 

11012 .-- 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27-83-2 (平裝) NT$35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南投縣玉山美術貢獻獎. 2021 : 大地

春回孫少英畫我家鄉 = Rejuvenation : 

Shao-Ying Sun Paints Our Homeland / 

林榮森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南投市 : 
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: 南投縣政

府發行, 11012 .-- 64 面; 22X26 公分 .-

- (文化資產叢書 ; 246) .-- ISBN 978-

986-5422-83-7 (平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苗栗縣美術家邀請展. 110 年 : 靜水

初心 : 江義章西畫個展 / 林彥甫總編

輯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

局, 11012 .-- 132 面; 25X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0-02-4 ( 精 裝 ) 

NT$500  

1.西洋畫 2.畫冊  947.5  

風華歲月  : 黃秋燕原創作品集  = 

Original works portfolio of Huang Chiu-

Yen / 黃秋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衍舖, 11012 .-- 1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80892-3-5 (平裝) NT$80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草地上的午餐 : 2021 全國寫生日鹿

草場次作品集 / 鄭炳煌編著 .-- [臺中

市] : 鄭炳煌, 11012 .-- 80 面; 18X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51-4 (平裝)  

1.繪畫 2.寫生 3.畫冊  947.5  

郭 振 昌 2021 : 從 何 開 始 - 啟 動  = 

J.C.KUO 2021 : since when-initiation / 

郭振昌[作] .-- 臺北市 : 赤粒藝術經紀

策展有限公司, 11011 .-- 60 面; 29X3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8-3-7 (平裝) 

NT$1600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微韻.映境 : 王俊盛繪畫風華 / 柯介宜

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永都藝

術館, 11012 .-- 84 面; 26X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7119-2-0 (精裝)  

1.繪畫 2.畫冊  947.5  

夢中的風景 : 張台瓊&陳永茂詩畫作

品集 = Scenery in the Dream : the poetry 

and art of Tai-chiung Chang & Yung-

mao Chen / 張台瓊, 陳永茂作 .-- [新北

市] : 張台瓊, 11011 .-- 120 面; 25X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89-0 (精裝) 

NT$1200  

1.詩歌 2.繪畫 3.畫冊  947.5  

膽小別看畫. 2 : 西洋名畫中恐怖又迷

人的秘密故事與闇黑歷史 / 中野京

子著 ; 陳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Hello 

design ; 63) .-- ISBN 978-957-13-9696-5 

(平裝) NT$450  

1.西洋畫 2.藝術欣賞  947.5  

1、2、3 色の神可愛的簡筆插畫 / ふ

じわらてるえ作 ; 胡毓華翻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

11101 .-- 12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7-740-3 (平裝) NT$320  

1.鉛筆畫 2.繪畫技法  948.2  

植物畫的基礎 : 美國植物畫女王一

步一步教你畫葉子花朵果實及更多 / 

溫蒂.霍蓮德(Wendy Hollender)著 ; 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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瑋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
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1 .-- 192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84-0 (平

裝) NT$750  

1.鉛筆畫 2.水彩畫 3.植物 4.繪畫技

法  948.2  

鉛筆素描 : 圖解基礎技法.掌握素描

訣竅 / 東京武藏野美術學院著 ; 鍾江

村譯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

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1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41-8 (平裝) 

NT$340  

1.鉛筆畫 2.素描 3.繪畫技法  948.2  

悅 吾 島  : 成 定 瑜 油 畫 作 品 集

<<2022>> = Enjoy our island Taiwan / 

成定瑜主編 .-- 高雄市 : 仁富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86340-6-0 (精裝)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時空.疊影.現代情 : 何肇衢 90 大展 = 

Spacetime.Superimposition.Modern 

Sentiment : A 90-year Retrospective of 

HO Chau-Chu / 蕭瓊瑞撰文 ; 汪佳政

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

11011 .-- 216 面; 3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64-3 (精裝) NT$10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旅程 / 王永輝, 賴瑛芬作 .-- 彰化市 : 

王永輝, 11011 .-- 200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492-0 (平裝)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陳澄波全集 . 第一卷 , 油畫  : Chen 

Cheng-Po corpus. volume 1, oil painting 

/ 蕭瓊瑞總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藝術家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陳澄

波文化基金會,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

究所發行, 11012 .-- 348 面; 37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82-284-5 ( 精 裝 ) 

NT$26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璀璨桃園. 2021 : 胡復金 77 回鄉大展 

/ 胡復金作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

化局, 展演中心, 11011 .-- 60 面; 25X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49-4 (平裝) 

NT$10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轉變 : 林鴻銘 2022 創作展 = Change / 

林鴻銘作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

文化局, 11012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73-40-2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藝術.推手 : 何明宗 = Art.Promoter / 何

明宗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太保市 : 嘉

義縣文化觀光局, 11012 .-- 24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96-1 (精裝) 

NT$15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藝遊人生 : 葉繁榮.楊淑惠伉儷雙個

展 / 葉繁榮, 楊淑惠作 .-- 桃園市 : 桃

園市政府文化局 , 11011 .-- 84 面 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41-

8 (平裝)  

1.油畫 2.陶瓷工藝 3.作品集  948.5  

靈燦潛靜 : 黃圻文的心藝旅程 = The 

Muses & Inspiration / 黃圻文作 .-- 彰

化市 :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, 11012 .-

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83-4 (平裝) NT$500  

1.油畫 2.畫冊  948.5  

簡單的 COPIC 麥克筆入門 : 只要有

20 色 COPIC Ciao,什麼都能描繪!! / 

Suuko 作 ; 邱顯惠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

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

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2-

07-4 (平裝) NT$400  

1.繪畫技法  948.9  

攝影；電腦藝術 

神遊仙境 : 邱國峻攝影影像創作與

論述 / 邱國峻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11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90-189-0 (精裝) NT$1000  

1.攝影 2.影像  950  

眾生聯盟 : 邱國峻攝影影像創作與

論述 / 邱國峻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6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90-190-6 (精裝) NT$700  

1.攝影 2.影像  950  

少年工.新坡.竹東.李增昌 : 第一本海

陸客語攝影圖文書 / 李增昌攝影 ; 古

少騏, 李增昌文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

橫山鄉 : 台三線文化工坊, 11012 .-- 

208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473-0-2 (平裝) NT$500  

1.攝影 2.攝影集 3.文集  950.7  

數位與商業攝影 / 趙樹人編著 .-- 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18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89-9 (平裝) NT$400  

1.數位攝影 2.商業攝影 3.攝影技術 

4.數位影像處理  952  

風光拍攝 設計寶典 / 新知互動作 .-- 

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1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93-5 (平

裝)  

1.風景攝影 2.攝影設計 3.攝影技術  

953.1  

山水雲石 : 太魯閣國家公園山水詩

情攝影集 =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of 

Taroko / 游登良攝影 .-- 初版 .-- 花蓮

縣秀林鄉 :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, 

11012 .-- 126 面; 25X25 公分 .-- 中英

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56-51-1 (精裝) 

NT$450  

1.攝影集 2.太魯閣國家公園  957.2  

鶴采 : 陳維滄攝影集 = Kaleidoscope 

of cranes / 陳維滄攝影.撰文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

護協會, 11012 .-- 144 面; 25X25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87941-6-0 (平裝)  

1.攝影集 2.動物攝影 3.鶴  957.4  

臺北之胃 / 余白(Hubert Kilian)文字.

攝影 ; 賴亭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法文 .-

- ISBN 978-986-0777-70-3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1.攝影集  957.6  

菊島帆影攝影集 / 林連守, 戴文彬, 陳

國禎作 .-- 初版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

湖縣政府文化局 , 11011 .-- 156 面; 

24X25 公分 .-- (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; 

326) .-- ISBN 978-986-5427-81-8 (平裝) 

NT$400  

1.攝影集 2.水上運動  957.7  

世界采窗 : 王仲榮個人攝影展攝影

作品專輯 / 王仲榮, 黃子綺總編輯 .-- 

臺中市 : 王仲榮 , 11011 .-- 300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34-

7 (精裝) NT$800  

1.攝影集  957.9  

臺灣蕃地寫真帖 / 遠藤寬哉著 ; 陳怡

如翻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

灣文獻館, 1101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24-68-4 ( 平 裝 ) 

NT$3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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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攝影集 2.臺灣地理  957.9  

拾穗山水間 : 葉淑蕙用鏡頭寫詩 : 那

些日子深深觸動的人、景、物 / 葉

淑蕙攝影 ; 劉雨菡文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方格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362-1-7 (精裝) NT$88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國立臺南大學藝術學院視覺藝術與

設計學系攝影設計學生作品集. 109

學年度 =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

College of Arts Department of Visual 

Arts and Design / 吳家欣, 周子榆, 林

玟圻, 林彥呈, 林彦蓉, 施懿軒, 徐莹

芯, 張庭語, 張溶, 張嘉睿, 曹軒豪, 梁

郁嵐, 梁詠婷, 陳姿錡, 陳盈穎, 黃羽

凡, 黃品維, 黃智瑋, 黃舒薇, 楊欣穎, 

廖國惠, 廖子琄, 蕭沛緹, 戴錦堂, 謝

宇馨, 蘇祐瑩, 蘇文婷作 ; 范如菀總編

輯 .-- 一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南大學

藝術學院, 11011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632-2-8 (平裝)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敘事中的風景 : Stories of Our Scenery 

/ 汪佳政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灣

美術館,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, 11012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74-2 (平裝) NT$66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黃嘉勝創意生活攝影創作個展. 2022 

= Creative life photography exhibition by 

Huang Chia-Sen / 黃嘉勝作 .-- 臺中市 : 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101 .-- 72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

626-7001-56-1 (平裝) NT$30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彰化影展攝影年鑑 . 2021 = Photos 

annual of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

Changhua / 許桂益總編輯 .-- 彰化縣

花壇鄉 : 彰化縣攝影學會, 11011 .-- 

12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49-0-5 (平裝) NT$1200  

1.攝影集  958.33  

工藝美術 

百工風華 諸羅獻藝 工藝特展專輯 / 

許有仁總編輯 .-- 嘉義縣太保市 : 嘉

義縣文化觀光局 , 11011 .-- 72 面 ; 

28X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97-

8 (平裝)  

1.工藝美術 2.作品集  960  

交融 : 臺日當代工藝及數位製造激

盪  = Taiwan craft & Japan hybrid 

furniture / 林宜鄉, 廖淑鳳撰文 .-- 南

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

展中心, 11012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- 中

日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2-500-8 (平

裝) NT$250  

1.工藝設計 2.工藝美術 3.作品集  

960  

持心如大地 : <<文心雕龍.鎔裁>>之

創作方法於環境保育平面設計實踐 : 

陳 黎 枚 作 品 論 述 2017-2020 = 

"KOAN" as the earth equal treatment 

with all living beings. / 陳黎枚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企鵝創意出版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11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47-77-6 (平裝) NT$500  

1.視覺傳播 2.平面設計 3.作品集  

960  

萌 : 兒童工藝展 = Enlightening crafts 

for children / 王信惠主編 .-- 南投縣草

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, 

11012 .-- 12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90-2 (平裝) NT$700  

1.工藝美術 2.工藝教育 3.兒童教育 

4.作品集  960  

像是一個夜店的小便斗 : 羅智信 = 

Like a urinal in a nightclub : Luo Jr-Shin 

/ 羅智信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北市立美術館, 11012 .-- 80 面; 24 公
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772-

68-5 (精裝) NT$400  

1.現代藝術 2.空間藝術 3.作品集  

960  

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. 2021 = 

2021 TISDC Regenerate : Taiwan 

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ign 

Competition / 林磐聳主編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1012 .-- 544 面; 30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730-79-1 (精

裝)  

1.設計 2.創意 3.數位藝術 4.作品集  

960  

尬藝 : 臺灣傳統工藝新生代展演暨

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= GAYI : 

2021 Taiwan traditional craft exhibition 

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/ 李

長蔚計畫主持 ; 邵慶旺共同主持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

11011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96-9-0 (平裝)  

1.工藝美術 2.傳統技藝 3.建築藝術 

4.文集  960.7  

從生命書寫到藝術越界 : 性別族群

認同.視覺文化再現 = From life writing 

to art crossing : gender/race identity & 

visual culture representation / 簡瑛瑛

著 .-- 臺北市 : 典藏文創有限公司, 

1101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562-3-9 (平裝) NT$480  

1.視覺藝術 2.跨文化研究 3.文化認

同 4.文集  960.7  

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: 

歸 零  = Orange Beneficence-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: zero / 輔仁大

學應用美術系主編 .-- 新北市 : 輔仁

大學應用美術系, 11011 .-- 9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0-09-3 (平裝) 

NT$500  

1.設計 2.老年 3.文集  960.7  

全光譜 : 色彩的科學如何為我們帶

來 現 代 生 活  / 亞 當 . 羅 傑 斯 (Adam 

Rogers)著 ; 王婉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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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新視

野 ; 176) .-- ISBN 978-626-318-095-6 

(平裝) NT$480  

1.色彩學  963  

百年色辭典 : 一次掌握色彩流行史、

設計代表作、配色靈感,打造出最吸

睛與富品味的美感色彩 / 凱蒂.葛林

伍 德 (Katie Greenwood) 著  ; 呂 奕 欣

譯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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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52-6 (精

裝) NT$650  

1.色彩學 2.歷史  963.09  

你所不知道的漫畫封面設計解析  / 

日貿出版社編 ; 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9-071-6 (平裝)  

1.封面設計 2.平面設計 3.漫畫  964  

這樣 O 那樣 X 馬上學會好設計 / 坂

本伸二著 ; 謝薾鎂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

北 市  : 旗 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全球暢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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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萬冊紀念版 .-- ISBN 978-986-312-

696-6 (平裝) NT$360  

1.平面設計  964  

研究成果海報展示專輯. 2021 / 姜金

龍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行政院

農 業 委 員 會 桃 園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9 公分 .-- (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 ; 

第 58 號) .-- ISBN 978-626-7100-24-0 

(平裝) NT$300  

1.海報 2.有機農業 3.作品集  964.4  

廣告海報創意概念想像力與概念結

合應用之研究 / 蔡奇睿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91-2 (平裝)  

1.海報設計 2.創意 3.教學研究  

964.4  

訪纖學 : 臺灣東協纖維工藝線上交

流合創計畫 = Fiber links : Taiwan & 

ASEAN fiber craft online co-creation 

project / 黃郁庭編著 .-- 南投縣草屯

鎮  :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512-1 (平裝) NT$700  

1.編織工藝 2.作品集  966  

歲 時 經 緯  : 人 間 國 寶 邀 請 展  = 

National living treasure / 陳佳君總編

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

館, 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51-6 (精裝) NT$350  

1.工藝美術 2.刺繡 3.緙絲 4.作品集  

966  

臺灣纖維植物編織工藝研究 / 張豐

吉著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

物館, 11012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1-53-0 (精裝) NT$700  

1.編織工藝 2.纖維作物  966  

台灣室內設計大獎. 2021 第 14 屆 = 

2021 14th Taiwan interior design award / 

王玉麟, 安郁茜, 何以立, 李玉玲, 林

友寒, 胡肖玫, 胡碩峯, 莊豐賓, 陳冠

華, 黃惠美, 黃湘娟, 楊岸編輯委員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

協會, 11101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中
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8794-7-7 (精

裝) NT$880  

1.室內設計 2.作品集  967  

住宅空間設計 / 沈渝德, 劉冬編著 .-- 

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
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8 面; 23 公分 .-

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72-5 

(平裝) NT$480  

1.室內設計 2.空間設計  967  

室內空間計畫學 : 入門╱進階 最重

要概念建立必備寶典,室內設計立體

動線邏輯與實作力完全激發 / 羅伯

托.倫格爾(Roberto J. Rengel)作 ; 劉秉

承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
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- 352 面; 26

公分 .-- (Designer class ; 4X)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64-8 (平裝) NT$799  

1.室內設計 2.空間設計  967  

AutoCAD 2022 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

表現 : 室內設計基礎 / 邱聰倚, 姚家

琦, 劉庭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34-6 (平

裝)  

1.AutoCAD 2022(電腦程式) 2.室內設

計 3.電腦繪圖  967.029  

技藝 

花藝設計靈感圖鑑 300 : 花束&盆花

&倒掛花束 / Florist 編輯部著 ; 亞緋

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噴泉文化館

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

1101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花之道 ; 

75) .-- ISBN 978-986-99282-4-3 (平裝) 

NT$580  

1.花藝  971  

初學和香手帖 : 簡單手製 x 療癒品香 

/ 松下惠子監修 ; 簡子傑譯 .-- 二版 .-

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(香氛漫 ; 

4) .-- ISBN 978-986-302-610-5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香道  973  

52 則非知不可的舞蹈欣賞概念 / 陳

蒨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8 面; 

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54-5 (平

裝) NT$380  

1.舞蹈  976  

身 論 集 . 壹 , 尋 . 找 . 亞 . 洲 .身 . 體  = 

Corporeality. I, in search of Asian 

corporeality / 何曉玫總編輯 .-- 臺北

市  :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, 

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35-2-8 (平裝) NT$500  

1.舞蹈 2.文集 3.亞洲  976.07  

我們都是原舞者 : 原舞者 30 週年特

展 專 刊  = We ha hay : FISDT 30th 

anniversary / 楊政賢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

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, 11012 .-- 72

面 ; 20X19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8932-2-0 (平裝) NT$350  

1.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2.民族舞

蹈 3.原住民族音樂  976.92  

戲劇 

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 / 趙如琳

譯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19-3297-2 (平裝)  

1.戲劇 2.戲劇理論  980  

從時間控制到生與死的交疊 : 以(安

蒂岡妮不勇敢)和(茶花女)為例 / 楊

士平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72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0-191-3 (平

裝) NT$280  

1.導演 2.劇場藝術 3.舞臺劇  981.4  

元明清戲曲資料彙編 / 山下一夫, 千

田大介, 冰上正, 川浩二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600-

51-8 (全套:精裝) NT$18000  

1.中國戲劇 2.戲曲  982  

詹典嫂告御狀 / 王金櫻劇本編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閩南嶼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120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8335-2-3 (平裝) 

NT$350  

1.歌仔戲 2.戲劇劇本  983.33  

傳藝布袋戲 : 台灣手作木偶工藝. 偶

衣篇 = Inherited puppet art / 三昧堂創

意木偶團隊著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民

雄鄉 : 三昧堂, 文藻外語大學布袋戲

在地國際化團隊, 11012 .-- 208 面; 26

公分 .-- 中英日語對照 .-- ISBN 978-

986-95155-6-6 (平裝) NT$450  

1.布袋戲 2.服裝設計 3.服裝工藝美

術 4.臺灣  983.371  

影像長河 : 從費穆到張藝謀 / 孟憲勵

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龍 視 界 , 

11012 .-- 5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40-3-7 (平裝) NT$89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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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電影 2.影評  987  

電影閱讀美學 / 簡政珍著 .-- 增訂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 

11012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電影苑 ; 

F32) .-- ISBN 978-957-445-972-8 (平裝) 

NT$350  

1.電影 2.電影美學 3.影評  987.01  

<<美國女孩>>電影劇本與創作全書 

= American girl / 阮鳳儀, 水花電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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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85-7 (平

裝) NT$450  

1.電影劇本 2.電影製作  987.34  

漫威電影十年創造史 : 打造漫威電

影宇宙 / 塔拉.班奈特(Tara Bennett)著 ; 

林永翰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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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512 面; 

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41-6 (精

裝)  

1.漫威工作室 2.電影公司 3.電影製

作  987.652  

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 = Game-

changing documentarism / SOMEONE'S 

GARDEN 編著 ; 雷鎮興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驗室, 11012 .-- 

320 面 ; 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186-0-9 (平裝) NT$900  

1.紀錄片 2.電影製作 3.訪談  987.81  

跨越峽谷 : 中國大陸獨立紀錄片的

在臺連結(2013-2018) / 王達著 .-- 臺

北市 : 致出版, 11012 .-- 25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30-0 (平裝) 

NT$350  

1.紀錄片 2.中國  987.81  

全彩圖解!動畫製作基礎知識大百科 : 

元老級動畫師親自作畫講解,制作流

程、數位作畫到專業用語全方位入

行攻略 / 神村幸子繪著 ; 孫家隆譯 .-

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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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24 面; 26 公

分 .-- (藝術叢書 ; FI1056) .-- ISBN 978-

626-315-052-2 (平裝) NT$550  

1.動畫 2.動畫製作  987.85  

女兵日記 .女力報到劇照書 / TVBS

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
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 , 

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370-6 (平裝)  

1.電視劇 2.照片集  989.233  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 

休閒活動設計 / 陳文錦, 黃月桂, 魏映

雪, 劉子利, 張耀川, 唐國峰, 林楷, 張

君如, 陳慧玲, 莊翔達, 白宗易, 方婷

婷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23-1 (平裝) 

NT$400  

1.休閒活動  990  

主題樂園經營與管理 : 一個夢幻創

意演出天堂 = Theme park practice and 

management / 曾慶欑著 .-- 四版 .-- 新

北 市  : 華 立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3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84-944-1 (平裝)  

1.主題樂園 2.企業管理  991.4  

國姓咖啡香 / 何治郎, 何玉靜, 李美華, 

李瑛綺, 林秀鳳, 林利玲, 林桂鈴, 吳

玫緗, 邱秀春, 黃尚傑, 黃少妶, 黃旭

蓮, 馮郁筑, 劉振田, 詹惠仙, 賴良英, 

簡澤媛, 簡本一, 羅靜淑撰寫 .-- 南投

縣埔里鎮 : 水沙連社區大學, 11101 .-

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502-0-3 (平裝) NT$300  

1.咖啡館 2.產業發展 3.南投縣國姓

鄉  991.7  

台灣家將大全. 家將種類卷 / 呂江銘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石渠出版社, 

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782-1-7 (平裝) NT$500  

1.藝陣 2.民俗藝術 3.歷史 4.臺灣  

991.87  

水流星 初階基本教材 / 呂紹帥, 王動

員, 張文美, 郭憲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, 11012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08-2-

6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450  

1.雜技 2.傳統技藝 3.教材  991.91  

觀光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: 新世代新

挑戰 / 羅彥棻, 許旭緯編著 .-- 2 版 .-- 

新北市 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3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95-0 (平裝)  

1.旅遊業管理 2.餐旅管理 3.人力資

源管理  992.2  

鍾愛玉山 : 保育志工二十年足跡 / 盧

添登, 郭弘志, 劉清煌, 王逸婷, 鄧安

美, 齊泰榮, 洪梓晉, 吳建宏, 張玉蓮, 

楊蕙鍈, 許賢明, 李和家, 黃春長, 黃

水源, 王主年, 吳一成, 楊永煌, 洪協

豐, 陳惠美, 林綉桃, 陳玉萍, 黃春鶯, 

葉世原, 徐大鈞, 林健龍, 謝幸紋, 林

進坤, 簡麟崴, 陳治, 高定邦, 林欣儀, 

魏榮昌, 陳吉成攝影 ; 葉世原, 齊泰榮, 

林欣儀, 盧添登, 張玉蓮, 林進坤文字 ; 

盧添登編撰 .-- 南投縣水里鄉 : 玉山

國家公園管理處 , 11012 .-- 180 面; 

26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43-

6 (平裝) NT$380  

1.志工 2.自然景觀 3.攝影集 4.玉山

國家公園  992.3833  

玉山煙雲 : 與山林共舞的歲月 / 王思

晴, 劉國信, 蔡佰祿執行編輯 .-- 初

版 .-- 南投縣水里鄉 : 玉山國家公園

管理處, 11012 .-- 336 面; 24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6-44-3 ( 精 裝 ) 

NT$400  

1.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

處  992.3833061  

不去會死 : 世界九萬五千公尺的自

行車單騎之旅 / 石田裕輔著 ; 劉惠卿

譯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出版 : 遠

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
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2-36-6 (平裝) NT$300  

1.腳踏車旅行 2.旅遊文學  992.72  

跳繩 ABC / 劉述懿, 黃光獻, 劉文雄, 

鄭人誠, 鄭碧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

386-6 (平裝) NT$260  

1.跳繩  993.63  

西遊記腦力開發嘉年華. 1, 18 個專注

力遊戲,為學習開外掛! / 董麗艷, 馬

劍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精典, 

11101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862-9-1 (平裝) NT$360  

1.益智遊戲  997  

荒島求生迷宮 : 野外求生加荒島逃

脫大探險! / 香川元太郎, 香川志織文.

圖 ; 原木櫻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101 .-- 40 面; 23X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5-387-5 (精裝) NT$3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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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益智遊戲  997  

連環接龍謎又謎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

雄市 : 菜根香出版社, 11101 .-- 120 面; 

19 公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 

978-986-6169-71-7 (平裝)  

1.謎語  997.4  

手作人必學。實用繩結設計大百科

(超圖解) / BOUTIQUE-SHA 著 ; 陳冠

貴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良品文化館

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

行, 11101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(手作

良品 ; 16) .-- ISBN 978-986-7627-40-7 

(平裝) NT$480  

1.結繩  997.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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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60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986-

4 (第 22 冊:平裝)  

1.數學遊戲  997.6  

Mega Drive 終極聖經 / 復古遊戲愛好

會編 ; 林克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數位原力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29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312-9-

6 (精裝) NT$1480  

1.電動玩具  997.8  

Minecraft 打造大世界 : 超強指令方塊

與短指令來襲 / GOLDEN AXE 原著 ; 

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76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45-2 (平裝)  

1.線上遊戲  997.82  

我的 Minecraft DIY 大事典 : Nintendo 

Switch 版完全攻略 / 麥塊職人組合作 ; 

盧品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
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尖 端 出 版 , 

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364-5 (平裝)  

1.線上遊戲  997.82  

從沒碰過的玩法 PLUS 版!Minecraft

金牌密技大全集 2022 最新版對應 / 

麥塊職人組合作 ; 盧品霖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尖端出版, 11101 .-- 30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60-7 (平裝)  

1.線上遊戲  997.82  

擺脫新手趁現在!Minecraft 2022 達人

指導打好基底實戰 570+招 / GOLDEN 

AXE 作 ; 盧品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
端出版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6-343-0 (平裝)  

1.線上遊戲  997.82  

麻將粹諦史 = Mah-jongg treatise / 王

乃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里仁書局, 

11012 .-- 42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753-9-7 (精裝) NT$500  

1.麻將  998.4  

Mozu 袖珍作品集 小小人的微縮世界 

= The tiny world of kobito / Mozu 著 .-- 

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1 .-- 1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2-05-0 (平裝) NT$400  

1.模型 2.工藝美術  999  

荷西 .路易斯的戰車模型製作技法 . 

Part 1,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車 / 荷西.路

易斯 .洛佩茲 .魯伊斯作 ; 林農凱翻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79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572-75-4 ( 平 裝 ) 

NT$380  

1.模型 2.戰車  999  

韓式香氛蠟燭與擴香 / 陳玟妤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

11101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(自然生活

家 ; 45) .-- ISBN 978-626-320-033-3 (平

裝) NT$480  

1.蠟燭 2.勞作  999  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
目錄 

政府出版品 

2020 Taiwan Cultural Content Industries 

Survey Report Vol. IV: Games.E-sports 

Industry/editor in chief Li Ming-Che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文策院, 11012 .-- 49
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85-

8 (平裝)  

2020 Taiwan Cultural Content Industries 

Survey Report. Vol.I: 

Book.Magazine.Comic.Original Images 

Industries/editor-in-chief Li Ming-Che .-

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文策院, 11012 .-- 

10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91-9 (平裝)  

2020 Taiwan Cultural Content Industries 

Survey Report. Vol.II: Television. 

Motion picture. Animation.Radio 

industries/editor-in-chief Li Ming-Che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文策院, 11012 .-- 

135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92-6 (平裝)  

Современные 

проблемы 

славянской 

филологии: 

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

текста и 

толкования 

слова/Отв. ред. Ч. 

Чиан .-- 臺北市 : 政大斯拉夫語

文系, 11012 .-- 445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53-2-4 (精裝) NT$550  

AIoT 影像感測器在建築物安全應用

與效益研究/王榮進計畫主持; 余文

德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

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30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61-0 (平裝)  

FUNCTIONS AND POWERS of the 

Control Yuan/producer Control Yuan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 11011 .-- 57

面; 10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

75-2 (平裝)  

Health literacy toolkit/author Health 

Promotion Administration, Ministry of 

Health and Welfare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健康署, 11011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9-64-1 ( 活 頁 裝 ) 

NT$150  

INTRODUCCIÓN A LAS FUNCIONES 

Y PODERES del Yuan de Control/edidor 

Yuan de Control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監察院, 11011 .-- 57 面; 10X2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24-74-5 (平裝)  

Multi-domain deterrence: army field air 

defens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/謝

志淵 Chih-Yuan Hsieh 作 .-- 初版 .-- 桃

園市 : 國防大學, 11012 .-- 20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0-12-2 (平裝) 

NT$247  

Outlin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

Republic of China(Taiwan). 2021/edited 

b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, MOI .-- 臺

北市 : 內政部, 11011 .-- 19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25-2 (平裝) 

NT$500  

Satoyama initiative: Taiwanese cases of 

knowledge-based action/Editor Chang-

Lli Lin, Ling-Tsen Chen, Hao-Yu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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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uang, Ming-Cheng Chen .-- 南投縣 : 

農委會水保局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5455-82-8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1600  

Taiwan cultural content industries survey 

report. 2020. III, the popular music 

industry/editor-in chief Li Ming-Che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文策院, 11012 .-- 52
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94-

0 (平裝)  

Taiw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

biomass energy equipment guidebook. 

2022/edit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

Bureau,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.-- 

臺北市 : 工業局, 11012 .-- 39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12-9 (平裝) 

NT$800  

Taiwan Sepintas Lalu. 2021-

2022/Penyunt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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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447-43-4 (平

裝) NT$70  

The Bridge of The World 星星兒帶你

看世界: 臺韓自閉症畫家聯展= Joint 

Exhibition of Taiwanese and Korean 

Autistic Artists/王妤文, 吳起良, 林亭

价, 高進宇, 陳道明, 陸可俞, 謝建鋒, 

鍾華瑄, 李秉燦, 桂仁浩, 趙載賢, 金

泰英作  .-- 臺南市  : 南市文化局 , 

11012 .-- 34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87-62-1 (平裝) NT$150  

“Our Land, Our People: The Story of 

Taiwan” Permanent Exhibition 

Guide/Excutive Editors Nai-Yu Chien, 

Meng-Hsuan Yu .-- 臺南市 : 臺灣史博

館, 11012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89-6 (平裝) NT$735  

きっとできるはず SATOYAMA イ

ニシアティブ= 你知我行 里山倡議= 

Satoyama initiative: Taiwanese cases of 

knowledge-based action/種籽設計文字; 

林長立, 陳玲岑, 莊皓雲, 陳明政編 .-- 

南投縣 : 農委會水保局, 11012 .-- 冊 .-

- ISBN 978-986-5455-85-9 (全套:精裝)  

「この土地この民: 台湾の物語」常

設展図録/錢乃瑜, 余孟璇執行編輯 .-

- 臺南市 : 臺灣史博館, 11012 .-- 152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88-

9 (平裝) NT$735  

「雲林縣管區域排水新街大排系統-

新街大排與府番大排規劃檢討(含治

理計畫修正及圖籍)」規劃檢討成果

報 告 = The improvement planning of 

Shinjie drainage in Yunlin County/禹安

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

版 .-- 雲林縣 : 雲縣府, 11012 .-- 365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41-

6 (平裝)  

「獄」起重生: 修復愛: 法務部矯正

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

輯/法務部矯正署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

園市 : 法務部矯正署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43-71-9 (PDF)  

小水量自動撒水設備之撒水頭滅火

性能實驗及基準研究/蔡綽芳計畫主

持; 鍾基強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

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65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36-8 (平

裝)  

小老闆變身記: 中小企業數位指南全

攻略/工業技術研究院, 資訊工業策

進會執行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小企

業處, 11011 .-- 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3-205-1 (平裝)  

*大域微分幾何. 上卷, Riemann 幾何

基礎/黃武雄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大出版中心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38-9 (PDF)  

*大域微分幾何. 下卷, 幾何變分學/

黃武雄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

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40-2 (PDF)  

*大域微分幾何. 中卷, 活動標架法/

黃武雄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

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39-6 (PDF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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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臺

大出版中心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37-2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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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臺大

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45-7 (EPUB)  

元代<<易>>學類型研究/楊自平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臺大出版中心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44-0 (EPUB)  

公司法/陳榮隆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空大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70-5-7 (PDF)  

火害後建築物之結構耐震性能評估. 

(2/3): 鋼筋混泥土造架構屋火害後之

耐震性能研究/劉光晏研究主持; 黃

世建, 洪崇展, 鍾興陽共同主持 .-- 第

1 版  .-- 新北市  : 內 政部 建研所 , 

11012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6-42-9 (平裝)  

天涯比鄰.盛情南卻. 南島語族篇/陸

瑞玉, 歐威麟, 楊騏駿, 吳長諭編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24-61-5 

(EPUB) NT$500  

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成果手冊 . 

110 年版/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

化學物質局作 .-- 臺北市 : 環保署毒

物及化學物質局, 11012 .-- 74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38-63-0 (光碟片)  

以大數據預測季風機率分析研究/黎

益肇計畫主持; 陳瑞華協同主持 .-- 

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

1101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6-47-4 (平裝)  

北區有戲 腔腔尋味/陳明毅, 陳祖國, 

張清風, 林朝賢, 賴茂庭, 高巍娟, 台

灣環境總體營造協會製作 .-- 臺中市 : 

臺中市北區區公所, 11012 .-- 24 面; 

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64-

6 (精裝)  

台灣母乳庫使用手冊/衛生福利部臺

中醫院母乳庫衛星站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 市  : 臺 中 醫 院 母 乳 庫 衛 星 站 , 

11012 .-- 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9-73-3 (平裝) NT$100  

多元樣態社區水患韌性推動策略與

指引手冊之精進研究/鄭元良研究主

持; 邵珮君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

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85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50-4 (平

裝)  

收存運用建築資訊建模(BIM)與物聯

網(IoT)之建築數據中心開發策略研

擬/陳志賢研究主持; 温琇玲協同主

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

所, 1101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68-9 (平裝)  

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

2021/呂興忠總編輯 .-- 彰化市 : 彰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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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圖書館, 11011 .-- 208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1-40-0 (平裝)  

竹構造建築物設計技術研究/王榮進

研究主持; 杜怡萱協同主持 .-- 第 1

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

- 2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6-55-9 (平裝)  

呂文慈油桐花像白紗: 為雙簧管、大

提琴、擊樂與女高音(2020)= Lu wen-

Tze oil-tong flowers' love: for oboe, cello, 

percussion and soprano(2020)/鄒求強主

編 .-- 宜蘭縣 : 傳藝中心, 11012 .-- 36

面; 24X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60-5 (平裝) NT$300  

*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: 健保改革日記/

李伯璋總編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健

保署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9-65-8 (PDF)  

*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: 健保改革日記

2.0/李伯璋總編輯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健保署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9-71-9 (PDF)  

住宅樓板衝擊音隔音技術應用之研

究/鄭元良計畫主持; 林芳銘協同主

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

所, 11012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70-2 (平裝)  

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: 桃竹苗地區林

業訪談集/洪廣冀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
竹市 : 農委會林務局竹管處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83-5 

(HTML)  

你知我行.里山倡議/林長立, 陳玲岑, 

莊皓雲, 陳明政主編 .-- 南投縣 : 農委

會水保局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455-81-1 (全套:精裝) NT$1600  

呂 昭 炫 吉 他 作 品 全 集 = Lu Chao-

Hsuan complete works for guitar/鄒求強

主編 .-- 宜蘭縣 : 傳藝中心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32-450-6 (第 1 冊:

平裝) NT$800 .-- ISBN 978-986-532-

451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800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52-0 ( 第 3 冊 : 平 裝 ) 

NT$800 .-- ISBN 978-986-532-453-7 (第

4 冊:平裝) NT$800  

住宿類智慧建築關鍵量化效益評估

方法之研究/溫琇玲研究主持; 游璧

菁共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

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229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64-1 (平裝)  

沈錦堂: 為雙鋼琴的幻想二章(1991、

1992)= Shen Chin-Tang fantasia for two 

Pianos(1991、1992)/鄒求強主編 .-- 宜

蘭縣 : 傳藝中心, 11012 .-- 40 面; 3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57-5 (平裝) 

NT$300  

改變中的基督信仰: 臺灣基督教會與

基督徒的社會學分析/伊慶春, 林文

旭, 林常青, 施奕任, 郭貞蘭, 黃克先, 

楊文山, 熊瑞梅, 蘇國賢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50-547-1 

(EPUB)  

佳山誌: 建安三號/邱國鉅, 盧秀姍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空軍教育訓練

暨準則發展指揮部, 11012 .-- 225 面; 

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0-10-8 (精

裝)  

青年藝術家典藏獎作品專輯. 第二屆

2021= 2nd NKUST youth artist awards 

collection/張惠菱, 方瑄, 王昱喬, 張亞

蓁, 楊奕軒, 劉子平, 蔡伊鈞, 洪鈞元, 

施姵伃, 洪民裕, 張家瑜, 彭光維, 黃

柏勳, 黃芷葳, 蕭沛翎, 王羽玄, 呂庭

萱, 林志瑜, 張芳榜, 黃世杰, 黃奕翔

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科大 , 

11012 .-- 72 面; 27X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80-2-0 (精裝) NT$1500  

兩岸三地水墨畫交流展. 2021/林世英

主編 .-- 金門縣 : 金縣文化局, 11011 .-

- 48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8-51-4 (平裝)  

沿河而上找母語: 淡水魚行動展示箱

設計與成果手冊= Discovering mother 

tongue along the creeks/地方賊, 蔡立德, 

林冠吟撰稿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海生

館, 11011 .-- 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0-70-8 (平裝)  

社區林業技術手冊: 日本里山案例選

介: 里山 歐嗨唷!(日文原文版)/中村

伸之, 河合嗣生, 大森淳平, 坂本大祐

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東科大森林

系社區林業研究室, 11012 .-- 101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0-4-1 (平

裝) NT$300  

金鼎獎頒獎典禮得獎者簡介專刊. 第

45 屆 = Golden Tripod Awards for 

Publication/文化部, 臺灣電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文化部, 11011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2-470-4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社會學 /吳來信 , 葉至誠編著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空大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0-6-4 (PDF)  

*承擔: 國立聯合大學李偉賢校長就

職一週年紀實/胡宣德主編 .-- 苗栗

市 : 聯合大學, 11011 .-- 139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3-0-7 (平裝)  

室內環境氣密性能現場檢測技術與

方法之研究/李訓谷研究主持; 陳震

宇協究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

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15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67-2 (平裝)  

後生文學獎. 2021= Hakka writer 2021/

王翊宏, 王嵐萱, 江江, 巫佳蓮, 李山

尹, 林昀樺, 徐筠茹, 夏意淳, 陳凱琳, 

張子柔, 張弘政, 張簡敏希, 黃聖雅, 

楊乙軒, 楊婷雅, 鄭委晉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北市客委會, 11012 .-- 21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63-0 (平

裝) NT$250  

既有社會住宅青銀共居有關公共空

間供給與改造之研究/王順治研究主

持; 楊詩弘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

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9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49-8 (平

裝)  

既有建築物雨水滯蓄設施智慧管理

系統與平台建置之研究/王榮進研究

主持; 廖朝軒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1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53-

5 (平裝)  

*研究、試驗與隱私: 以 27 個情境案

例,解析人體研究、人體試驗及臨床

試驗的相關法規與倫理議題/薛美蓮, 

蕭子健著 .-- 新竹市 : 陽明交通大學

出版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70-21-0 (EPUB)  

很高興認識你: 我們陪你一起生活: 

多元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易讀版手

冊/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編輯 .-- 金門

縣 : 金縣府, 11011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8-53-8 (平裝)  

很高興認識你: 我們陪你一起成長: 

布建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易讀版手

冊/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編輯 .-- 金門

縣 : 金縣府, 11011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8-54-5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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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高興認識你: 我們陪你一起練習: 

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易讀版手冊/

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編輯 .-- 金門縣 : 

金縣府, 11011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68-52-1 (平裝)  

挖掘.城市水影: 汙水下水道建設紀

實/王建勛, 朱敬平, 吳展帆, 林志墩, 

胡惠宇, 翁瑞祐, 莊順興, 陳永輝, 黃

建源, 黃靖修, 劉穎川文字撰稿; 胡惠

宇主筆 .-- 臺北市 : 營建署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456-31-3 (全套:

平裝)  

前進的力量: 臺北市工會故事. 2/邱

秉儀, 阿冠, 朱維立, 張雅晴, 蘇曉凡, 

許佳琦蒐集採訪; 群鋒企業有限公司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北市勞動局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69-2 

(PDF)  

映像.臺北城: 百年經典建築影像展

(作品導覽集)/潘興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北市中山堂管理所, 11011 .-- 

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

56-2 (平裝) NT$350  

建築工程風洞試驗技術與報告評定

機制研究/陳建忠研究主持; 鍾光民

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

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6-69-6 (平裝)  

建築物防火門及防火捲門(或含附設

小門)試驗結果擴展評定原則之研究/

鄭元良研究主持; 蔡匡忠協同主持 .-- 

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

11012 .-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6-38-2 (平裝)  

建築耐風設計規範之載重組合及簡

易風力修正研究 /羅元隆計畫主持; 

王人牧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

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21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35-1 (平

裝)  

建築規劃設計導入循環經濟發展理

念之研究/王婉芝研究主持; 黃榮堯

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

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7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6-37-5 (平裝)  

建築結構高強度鋼板及螺栓於火害

後殘餘機械性質之研究/陳誠直計畫

主持; 林克強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5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34-

4 (平裝)  

馬水龍迴旋曲: 小提琴與管弦樂= Ma 

Shui-Long Rondo: for violin and 

orchestra/鄒求強主編 .-- 宜蘭縣 : 傳

藝中心, 11012 .-- 48 面; 3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56-8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逆光飛翔的天使: 2016-2020 總統教

育獎體育類得主/黃永寬總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體育署, 11012 .-- 131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88-3 (平裝)  

徐松榮: 為兩支長笛和鋼琴的三重奏 

作品 37b(1995)= Shu Sung-Jung trio for 

two flutes and piano opus 37b(1995)/鄒

求強  主編  .-- 宜蘭縣  : 傳藝中心 , 

11012 .-- 4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58-2 (平裝) NT$300  

*海底隧道: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. 第二

十三屆/張素卿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36-5 (PDF)  

特殊教育學生生涯發展與轉銜國際

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1/國立彰化師

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編輯 .-- 初版 .-- 

彰 化 縣  : 彰 師 大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, 

11011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490-6-7 (平裝)  

氣候變遷下以成長管理觀點研擬城

鄉發展區空間規劃減洪調適韌性策

略之研究/羅偉誠研究主持; 吳杰穎

共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

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56-41-2 (平裝)  

高敏感情緒自救手冊: 如何避免感情

用事?怎樣掌控自己不被情緒淹沒?/

卡魯恩.霍爾(Karyn D. Hall)著; 李恩寧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14-8 

(EPUB)  

高齡友善健康促進社區照護服務手

冊/李純瑩, 許華倚, 王維弘, 吳柏姍, 

林敬凱, 劉宗學, 梁家光, 藍聖星, 林

俞仲, 陳殿和, 林介山, 劉蕙瑄, 游佩

雯, 林嘉慧, 郭慈安, 謝美倫, 林舜穀
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健康署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69-72-6 (PDF)  

高齡社會下大震災後短期避難場所

設置高齡特殊避難空間參考手冊之

研擬/蔡綽芳研究主持; 董娟鳴協同

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

研所, 11012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62-7 (平裝)  

笙: 作品精選/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北

市國樂團, 11012 .-- 100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72-62-3 (隨身碟)  

國土計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設

與災害韌性規劃之可行性研究/王安

強研究主持; 吳杰穎協同主持 .-- 第 1

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

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6-54-2 (平裝)  

國內建築工程推廣應用預鑄技術及

獎勵機制研究/楊志斌研究主持; 何

明錦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

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6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58-0 (平裝) 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

輯: 創辦人紀念書畫展台灣彩墨畫家

五人展= National Chin-Yi University of 

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

Center Exhibition: Exhibition of Five 

Taiwanese Color Ink painters/張秀燕 , 

林永發, 李振明, 莊連東, 程代勒作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勤益科大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56-

8-8 (精裝)  

做決定有人幫: 認識成年監護與輔助

制度易讀版手冊/劉佳盈, 廖燕秋執

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家署, 

11012 .-- 2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69-62-7 (平裝) NT$50  

停車空間以自動滅火設備替代泡沫

滅火設備之可行性研究/王安強研究

主持; 何岫璁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25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45-

0 (平裝)  

教育部偏鄉藝術美感育苗計畫教案

手冊. 2021/陳志誠, 陳嘉成主編 .-- 臺

北市 : 教育部, 11012 .-- 10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89-0 (平裝)  

郭芝苑小提琴曲集: 小提琴與鋼琴

(2001 至 2012)= Kuo Chih-Yuan works 

for solo violin and piano: for violin and 

piano(2001-2012)/鄒求強主編 .-- 宜蘭

縣 : 傳藝中心, 11012 .-- 60 面; 3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55-1 (平裝) 

NT$300  

張炫文合唱曲集. 一: 齊唱與二部合

唱(1979 至 1999)= Chang Hsuan-Wen 

works for choir and piano Vol.1: fo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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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son and 2-part chorus(1979-1999)/鄒

求強主編  .-- 宜蘭縣  : 傳藝中心 , 

11012 .-- 68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49-0 (平裝) NT$300  

張炫文合唱曲集. 二: 三部合唱與四

部合唱(1976 至 1999)= Chang Hsuan-

Wen works for choir and piano Vol.2: for 

3-part chorus and 4-part chorus(1976-

1999)/鄒求強主編 .-- 宜蘭縣 : 傳藝中

心, 11012 .-- 88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54-4 (平裝) NT$300  

健康療癒環境規劃/陳靜怡, 陳惠美, 

黃郁琇, 石佳蓉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空大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70-7-1 (PDF)  

基醫三十.成醫基石/蔡少正主編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基礎醫學研

究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71-0-4 (EPUB)  

基醫三十.成醫基石/蔡少正主編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基礎醫學研

究所, 11011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71-1-1 (平裝)  

集合住宅類智慧建築資通訊安全應

用之法制規定調查研究/王自雄研究

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

研所, 11012 .-- 1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46-7 (平裝)  

棗長期貯運之採後處理作業流程優

化/梁佑慎著 .-- 屏東縣 : 屏東科大農

推會, 11012 .-- 4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60-7-2 (平裝)  

韌性臺北_數位共生: 臺北市後疫情

時代產業數位轉型政策白皮書 2.0= 

Next Taipei, act digitally/ .-- 臺北市 : 北

市府, 11101 .-- 8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2-67-8 (平裝)  

智慧全人居家照護系統之研究/蕭炎

泉研究主持; 何明錦共同主持 .-- 第 1

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

- 1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56-48-1 (平裝)  

智慧型消防機器人核心功能加值模

組與消防人員火場定位技術之先期

研究/游坤明研究主持; 陳昀暄協同

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

研所, 11012 .-- 12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56-60-3 (平裝)  

焦慮恐慌自救手冊: 為什麼是我?如

何停止焦慮打開行動人生?/海倫.奧

德斯基(Helen Odessky)著; 趙燕飛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4-13-1 

(EPUB)  

*象徵與體物: 先秦兩漢禮儀中的修

身與教化觀/林素娟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52-5 (PDF)  

象徵與體物: 先秦兩漢禮儀中的修身

與教化觀/林素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53-2 (EPUB)  

曾 興 魁 合 唱 曲 集 (2009 至 2020)= 

Tzeng Shing-Kwei works for choir and 

piano(2009-2020)/鄒求強主編 .-- 宜蘭

縣 : 傳藝中心, 11012 .-- 32 面; 3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462-9 (平裝) 

NT$300  

新北市美展. 2021= 2021 New Taipei 

City Fine Arts Exhibition/龔雅雯總編

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文化局, 11010 .-

- 136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

66-6 (隨身碟)  

新北市高中職勞動權益課程集體勞

動教師手冊/陳瑞嘉, 廖英伶, 蔡宜芳, 

楊惠娥, 韓仕賢, 張烽益, 陳逢源, 陳

建文, 許碧華, 詹前鋒, 管恆華, 邱羽

凡編輯委員 .-- 第 5 版 .-- 新北市 : 新

北市勞工局, 1101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2-72-7 (平裝)  

新北市高中職勞動權益課程集體勞

動學生手冊/陳瑞嘉, 廖英伶, 蔡宜芳, 

楊惠娥, 韓仕賢, 張烽益, 陳逢源, 陳

建文, 許碧華, 詹前鋒, 管恆華, 邱羽

凡編輯委員 .-- 第 5 版 .-- 新北市 : 新

北市勞工局, 11011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62-73-4 (平裝)  

新北市智慧駕駛電動巴士系統測試

運行計畫技術建議手冊/ .-- 第 1 版 .-

- 新北市 : 新北市交通局, 11012 .-- 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74-

1 (平裝) NT$185  

新北市新住民華語文學習基本教材/

張明文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教

育局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462-67-3 (全套:平裝)  

新北市學生美展. 110 年= New Taipei 

City Students Contest of Arts Exhibition/

龔雅雯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文

化局, 11012 .-- 304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62-69-7 (隨身碟)  

當代展覽策劃 . 2021: 理論與實踐= 

2021 Contemporary curation: theory and 

practice/陳明惠, 許銘純編輯 .-- 臺南

市  : 成大創產所 , 11012 .-- 44 面 ; 
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71-3-

5 (精裝)  

微笑基隆成果小冊畫 . 109= Smiling 

Keelung/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, 都

市里人規劃設計有限公司編輯 .-- 初

版 .-- 基隆市 : 基市府, 11012 .-- 7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7-25-3 (平

裝)  

農 情 蜜 憶 . 臺 南 = Sweet 

Agritourism@TNN/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

學休閒暨遊憩管理系編著; 臺南市政

府農業局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
市農業局, 11011 .-- 114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87-67-6 (平裝)  

禽場生物安全手冊 . 2021/李璠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

驗所, 11012 .-- 121 面; 16X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5-89-7 ( 平 裝 ) 

NT$100  

溫 隆 信 第 五 號 弦 樂 四 重 奏 (2007)= 

Wen Loong-Hsing string quartet 

No.5(2007)/鄒求強主編 .-- 宜蘭縣 : 傳

藝中心, 11012 .-- 40 面; 3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61-2 ( 平 裝 ) 

NT$800  

農園作物育種研究成果研討會專刊/

蔡尚翰, 李文立主編 .-- 初版 .-- 屏東

縣 : 屏東科大, 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0-5-8 (平裝)  

媽 媽 的 苧 麻 線 球 = poroden ko 

faloco'/Kaliting 吳桂雲, Odaw 吳碧雲, 

Nakaw 林碧露口述 ; Lo'oh 吳明和 , 

Canglah 吳建安, Rara Dongi 拉拉.龍女, 

Arik 王力之; 貓公部落文化健康站長

者繪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農委會林務

局花蓮管處, 11011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110-00-3 ( 精 裝 ) 

NT$450  

彰化縣全校性身心障礙學生課程調

整應用手冊/張弘昌主編 .-- 彰化縣 : 

彰縣教育處, 11011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473-38-9 (平裝)  

*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數理資優班

獨立研究作品集. 第 16 屆/陳志郎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北市大直高中, 

11011 .-- 21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2-58-6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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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暨張政亮教

授紀念研討會論文集. 2021/臺北市立

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編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北市大史地系, 11012 .-- 285

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65-

4 (平裝) NT$380  

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、運動訓練

暨運動產業經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

文集. 2021 年/王宗騰主編 .-- 臺北市 : 

北市大, 11012 .-- 75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2-57-9 (平裝)  

臺北市南港區第一期市地重劃報告

書/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

編著 .-- 臺北市 : 北市府, 11011 .-- 4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66-

1 (平裝)  

綠建築評估手冊: 既有建築類= Green 

building evaluation manual: existing 

buildings/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編輯 .-- 

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

11012 .-- 3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56-59-7 (平裝) NT$200  

綠建築與建築能效標示之調合研究/

林憲德研究主持; 潘振宇, 嚴佳茹協

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

建研所, 11012 .-- 56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6-63-4 (平裝)  

綠建築標章與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減

碳量之關聯性研究/孫振義計畫主持; 

張又升共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

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8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65-8 (平

裝)  

臺詩好好玩. 1: 臺灣漢詩的教學與應

用/徐培晃, 吳東晟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臺灣文學館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99-5 (全套:平裝) 

NT$300  

監察院の権能/監察院編集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 11011 .-- 53 面; 

10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76-

9 (平裝)  

監察院職權簡介/監察院編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 11011 .-- 54 面; 

10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66-

0 (平裝)  

臺灣民間信仰專題: 代天巡狩神王爺

/蔡相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空大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70-8-8 (PDF)  

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/葉淑貞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54-9 (EPUB)  

臺 灣 繁 殖 鳥 類 大 調 查 年 報 . 2020= 

Taiwan breeding bird survey/范孟雯, 徐

瑋婷, 蔡明剛, 魏心怡, 柯智仁, 林瑞

興, 方偉宏, 李培芬作; 鄭錫奇總編

輯 .-- 南投縣 :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, 

11012 .-- 4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0-22-6 (平裝) NT$200  

蔣中正總統與臺灣導覽手冊/簡惠文, 

楊忠記, 陳致妤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正紀念堂, 11011 .-- 9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02-2 (平裝)  

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旱災災害防救

業務執行情形/審計部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審計部, 11012 .-- 2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82-0 (平裝) 

NT$100  

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政府推動鋼鐵

產業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執行

情形/審計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審

計部, 11012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24-81-3 (平裝) NT$100  

*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政府經營橋

梁安全監管機制與維護管理情形/審

計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審計部, 

11011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4-65-3 (平裝) NT$100  

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: 桃園市中壢污

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執行情形/審計部

編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審 計 部 , 

11012 .-- 2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4-79-0 (平裝) NT$100  

駕駛人手冊/張新立總編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交通部公路總局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46-3 

(PDF)  

遭撞翻的哲學家: 哲學評論集/阿蘭.

布洛薩(Alain Brossat)著; 謝承叡, 韓

旻奇, 羅惠珍譯 .-- 新竹市 : 陽明交通

大學出版社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470-20-3 (EPUB)  

養護方式對預鑄混擬土主要建築構

造性能影響之研究/王安強主持; 吳

崇豪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

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5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40-5 (平裝)  

憶往昔藏行顯光 ,看未來成就共好: 

管理學院 65 周年紀念專刊/黃宇翔總

編輯  .-- 臺南市  : 成大管理學院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43-8-9 (PDF)  

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柱及

接合設計之修正研擬/周中哲研究主

持; 劉郁芳共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

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20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57-3 (平

裝)  

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

芝修訂研擬/王炤烈研究主持; 林克

強共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

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50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39-9 (平裝)  

賴德和咬舌詩: 為人聲、鋼琴與弦樂

四重奏(2018)= Lai Deh-Ho bite tongue 

poem: for voice, piano and string 

quartet(2018)/鄒求強主編 .-- 宜蘭縣 : 

傳藝中心, 11012 .-- 52 面; 3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2-459-9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應用 AIoT 技術進行建築物安全耐震

能力評估檢查成果報告/王榮進研究

主持; 李明澔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

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2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56-

6 (平裝)  

廖文奎文獻選輯/吳叡人, 吳冠緯主
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34-1 (EPUB) NT$670  

*康德論自由: 道德自由、法權自由

與人的尊嚴/張雪珠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48-8 (EPUB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九 , 珊瑚疾病探討  /黃旭田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100-17-2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二, 蟹類生產醫學及淡水螯蝦疾病介

紹/涂堅, 黃旭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10-3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一, 

觀賞魚疾病及繁養殖介紹 /黃旭田 , 

黃旭田, 何源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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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99-6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二, 

石斑魚繁養殖及疾病介紹 /葉信利 , 

趙嘉本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

家畜衛驗所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7100-00-4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八, 海馬疾病之探討/黃旭田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100-16-5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二

十, 觀賞魚用藥及疾病控制/涂堅, 黃

旭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

畜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100-18-9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二

十一, 觀賞魚類常見疾病防治/黃旭

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

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100-19-6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三, 

淡海水觀賞魚繁養殖及疾病診斷手

冊/李濟臺, 何源興, 鄭安倉, 黃旭田, 

謝介士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

家畜衛驗所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7100-01-1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二

十二, 十足目重要疾病介紹及防治/

涂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

畜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100-20-2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五, 

中華民國養殖場生物安全推廣手冊/

白志年, 鄭倉瑋, 余俊明, 涂堅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100-03-5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四, 

養殖用水管理及高生物安全育苗模

場建構/謝介士, 葉信利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02-8 

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, 

白鰻及鱸鰻養殖生產管理 /白志年 , 

劉秉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

家畜衛驗所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7100-08-0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七, 

臺灣鯛繁養殖及疾病介紹 /陳榮華 , 

黃旭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

家畜衛驗所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7100-05-9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六, 鰻魚與石斑魚營養需求及人工飼

料/楊順德, 吳豐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14-1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六, 

金目鱸繁養殖及疾病介紹 /趙嘉本 , 

郭仁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

家畜衛驗所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7100-04-2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九, 

觀賞蝦繁養殖及生產管理: 原生觀賞

蝦、水晶蝦/李濟臺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07-3 

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一, 大閘蟹及淡水長臂大蝦繁養殖生

產管理/劉秉忠, 鄭文騰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09-7 

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三, 牡蠣繁養殖管理與疾病防治/戴

仁祥, 黃旭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11-0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四, 文蛤、越南白文蛤繁養殖管理與

疾病防治/陳鴻議, 黃旭田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100-12-7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八, 

認識海水微細藻類/蘇惠美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100-06-6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五, 牛蛙繁養殖管理與疾病防治/鄭

文騰, 黃旭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13-4 (PDF)  

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. 十

七, 觀賞魚國際行銷及異型魚種類、

分佈與飼養管理/王國中, 胡子文, 鍾

瑩瑩, 李繼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農委會家畜衛驗所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15-8 (PDF)  

和 AI 做朋友. 相逢篇(教案): 人工智

慧有意思/林俐儀, 陳建宏, 李建樹, 彭

美如, 張培萱, 陳芳誼, 黃怡寧, 藍星

宇, 林凱祥合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教育部, 109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0-82-1 (PDF)  

和 AI 做朋友. 相逢篇: 人工智慧有意

思/林俐儀, 陳建宏, 李建樹, 彭美如, 

張培萱, 陳芳誼, 黃怡寧, 藍星宇, 林

凱祥合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

部, 109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30-81-4 (PDF)  

和 AI 做朋友. 相知篇(教案): 從 0 開

始學 AI/涂益郎, 黃仁暐, 李建樹著 .-- 

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4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86-9 

(PDF)  

和 AI 做朋友. 相知篇: 從 0 開始學 AI/

涂益郎, 黃仁暐, 李建樹著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04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85-2 (PDF)  

和 AI 做朋友. 相識篇(教案)/吉佛慈, 

陳建中, 李建樹, 劉春蘭, 蔡淑芬, 盧

佳君, 葉自軒, 張培萱, 余曉綺, 黃怡

寧合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

109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30-84-5 (PDF)  

和 AI 做朋友. 相識篇: 開啟 AI 任意

門/吉佛慈, 陳建中, 李建樹, 劉春蘭, 

蔡淑芬, 盧佳君, 葉自軒, 張培萱, 余

曉綺, 黃怡寧合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教育部, 109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0-83-8 (PDF)  

*全球在地化在英語檢定測驗的體現: 

「全民英檢」/沈冬, 吳若蕙主編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臺大出版中心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46-4 (EPUB)  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

*(升科大四技)家政概論與家庭教育

完全攻略/謝坤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43-4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)數學(A)完全攻略/高偉

欽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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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694-9 (PDF)  

*(升科大四技)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

完全攻略/謝坤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44-1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英文總複習測驗

卷/賴祖兒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93-9 (PDF)  

*(升科大四技二專)商業概論總複習

測驗卷/王志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64 面; 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22-9 (平

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經濟學總複習測

驗卷/趙羽婕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84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62-5 (平裝)  

*(升科大四技二專)數位科技概論與

應用總複習測驗卷/林柏超編著 .-- 第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千華數位文化 , 

11011 .-- 6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23-6 (平裝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數學(A)總複習測

驗卷/學寧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50-2 (PDF)  

*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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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86-1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數學(C)工職總複

習測驗卷/學寧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89-2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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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90-8 (PDF)  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機械製造總複習

測驗卷/温晉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56-4 (PDF)  

*(升科大四技二專)機械製圖實習總

複習測驗卷/劉得民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60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21-

2 (平裝)  

*(升科大四技二專)觀光餐旅業導論

總複習測驗卷/畢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68
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16-

8 (平裝)  

(公職入門)套書: 贏在起跑點!公職達

人備考指引/王永彰, 黃禕, 吳盼盼編
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
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35-9 (全套:平裝)  

(技術士)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

歷次學、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/陳淨

修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695-6 (PDF)  

(金融證照)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 7 日

速成/艾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96-3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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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34-2 (PDF)  

(金融證照)證券商高級業務員(重點

整理+試題演練)/蘇育群編著 .-- 第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13-7 

(PDF)  

(高普考)民法親屬與繼承編(含概要)/

成宜霖, 羅格思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77-9 (PDF)  

(高普考)地方政府與政治(含地方自

治概要)/朱華聆編著 .-- 第十七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91-5 (PDF)  

(高普考)行政法(含概要)測驗式歷屆

試題精闢新解/林志忠編著 .-- 第十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

- 4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61-8 (平裝)  

(高普考)法學知識與英文(包括中華

民國憲法、法學緒論、英文)/龍宜辰, 

許願, 劉似蓉編著 .-- 第十七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78-6 (PDF)  

(高普考)法學緒論頻出題庫/穆儀, 羅

格思, 章庠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45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63-2 (平裝)  

(高普考)國文(作文、公文與測驗)頻

出題庫/千華編委會編著 .-- 第九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

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64-9 (平裝)  

(高普考)國文: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/張

良, 方華編著 .-- 第二十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32-8 (PDF)  

(高普考)捷徑公職英文 沒有基礎也

能快速奪高分/德芬編著 .-- 第八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95-3 (PDF)  

(國民營事業)工程力學(含應用力學、

材料力學)/祝裕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97-0 (PDF)  

*(國民營事業)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

題庫/陸冠奇編著 .-- 第十四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52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24-3 (平

裝)  

*(國民營事業)法學緒論(法律常識)

高分題庫/羅格思, 章庠編著 .-- 第十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

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

730-4 (平裝)  

(國民營事業)法學緒論(法律常識)高

分題庫 /羅格思 , 章庠編著 .-- 第十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94-6 

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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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37-3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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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726-7 (PDF)  

(國民營事業)電腦常識(含概論)/蔡穎

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733-5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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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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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38-0 (PDF)  

(教甄教檢)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+

模擬試題解題聖經. 十五. 110 年度/

陳培林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37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54-0 (平裝)  

(教甄教檢)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/徐

弘縉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0-719-9 (PDF)  

(教甄教檢)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歷

年考題大觀/徐弘縉編著 .-- 第四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18-2 (PDF)  

(教甄教檢)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/

徐弘縉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0-698-7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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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66-3 (PDF)  

(銀行招考)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焦

點速成/艾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699-4 (PDF)  

( 學 習 方 法 ) 做 自 己 的 防 彈 少 年

Beyond the Scene: 學測、統測澈底攻

略(108 課綱素養範題破解)/謝龍卿編

著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14-4 

(PDF)  

(學習方法)新課綱我第一!台大牙醫

生教你最強讀書&考試密技(含 108

課綱素養大解析)/孫吉士著 .-- 第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39-7 

(PDF)  

(關務特考)法學知識與英文(包括中

華民國憲法、法學緒論與英文)/龍宜

辰, 許願, 劉似蓉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79-3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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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40-3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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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85-4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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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42-7 (PDF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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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41-0 (PDF)  

(警專入學考)警專歷史滿分這樣讀/

陳書翊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 , 11010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15-1 (PDF)  

(鐵路特考)逼真!公民模擬題庫+歷年

試題/汪大成, 蔡力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46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55-

7 (平裝)  

(鐵路特考)逼真!法學大意模擬題庫+

歷年試題/任穎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52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31-1 (平

裝)  

(鐵路特考)逼真!法學大意模擬題庫+

歷年試題/任穎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92-2 (PDF)  

(鐵路特考)逼真!英文模擬題庫+歷年

試題/凱旋編著 .-- 第十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56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96-0 (平

裝)  

(鐵路特考)逼真!國文模擬題庫+歷年

試題/高朋, 尚榜編著 .-- 第十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52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65-

6 (平裝)  

*(鐵路特考)逼真!基本電學(含大意)

模擬題庫+歷年試題/陸冠奇編著 .-- 

第十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

11011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0-725-0 (平裝)  

(鐵路特考)鐵路法(含概要、大意)/白

崑成編著 .-- 第十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20-5 (PDF)  

(鐵路特考)鐵路英文/歐森編著 .-- 第

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0-757-1 (PDF)  

2022(家政群幼保類)升科大四技課文

版套書/謝坤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27-4 (全套:平裝)  

2022 國小教師檢定通關寶典套書/舒

淮, 舒暢, 艾育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0-810-3 (全套:平裝)  

2022 國小教師檢定數學科套書/舒淮, 

歐昌豪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
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0-809-7 (全套:平裝)  

2022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套書/徐弘

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
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520-811-0 (全套:平裝)  

2022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套書/徐

弘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20-808-0 (全套:平裝)  

2022 警專入學考: 乙組(行政警察)套

書/李宜藍, 邱鉦倫, 倪明, 高偉欽, 陳

書翊, 謝坤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48-9 (全套:平裝)  

2022 警專入學考: 甲組(刑事警察/交

通管理/科技偵查/消防安全/海洋巡

防)套書/李宜藍, 邱鉦倫, 倪明, 高偉

欽, 曾禹童, 陳名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47-2 (全套:平裝)  

735 輕鬆讀(適南版). 地理. 2/張穎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34-5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(適南版). 歷史. 2/妍靜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31-4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(適康版). 地理. 2/楊芸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33-8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(適康版). 歷史. 2/言覺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30-7 (平裝) NT$14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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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5 輕鬆讀(適翰版). 地理. 2/柯湘芸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32-1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(適翰版). 歷史. 2/妍喜樂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29-1 (平裝) NT$14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(適南版). 2/李桓崴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1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28-4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(適南版). 6/寧玲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81-9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(適康版). 2/張芮慈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27-7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(適康版). 6/邊郁茹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83-3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(適翰版). 2/葉修齊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26-0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自然(適翰版). 6/詠絮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82-6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 . 英語 (適南版 ). 2/Sean 

Huang, 黃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金安, 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522-2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 . 英語 (適南版 ). 6/Sean 

Huang, Lynn 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11 .-- 9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585-7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 . 英語 (適康版 ). 2/Alex 

Chen, Peter Cha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521-5 ( 平 裝 ) 

NT$180  

735 輕鬆讀 . 英語 (適康版 ). 6/Alex 

Chen, Hugh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金安, 11011 .-- 9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33-586-4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英語(適翰版). 2/Katie Sun, 

孫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20-8 (平裝) NT$180  

735 輕鬆讀. 英語(適翰版). 6/Lucy Sun, 

Lynn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
安, 11011 .-- 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584-0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(適南版). 2/文冰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19-2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(適南版). 6/文冰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76-5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(適康版). 2/黃士秋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18-5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(適康版). 6/黃士秋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75-8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(適翰版). 2/文芳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0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17-8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國文(適翰版). 6/文芳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77-2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(適南版). 2/楊鴻裕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25-3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(適南版). 6/李書庭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80-2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(適康版). 2/楊承恩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24-6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(適康版). 6/蔡逸宇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79-6 (平裝)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(適翰版). 2/陳東崙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23-9 (平裝) NT$170  

735 輕鬆讀. 數學(適翰版). 6/陳東崙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金 安 , 

1101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78-9 (平裝)  

7 天搞定高業!/高芬編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1 .-- 270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94-9 (平裝) 

NT$450  

7 天搞定普業!/高芬編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1 .-- 270 面; 2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95-6 (平裝) 

NT$450  

80/20 法則: 刑法試在.必刑. 分則篇/

柳震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

11011 .-- 7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1-824-2 (平裝) NT$680  

BBQ 文法微講義(適南版). 英語. 1/南

一英語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7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86-7 (平裝) 

NT$110  

BBQ 文法微講義(適康版). 英語. 1/南

一英語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65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87-4 (平裝) 

NT$110  

BBQ 文 法 微 講 義 ( 適 翰 版 ). 英 語 . 

1/Roxanne 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1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88-1 (平裝)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公民. 1/盧葦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00-

2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公民. 2/南一社

會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44-7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公民. 4/陳穗婷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45-4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公民. 6/官玫璇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46-1 (平裝) NT$7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地理. 1/盧韻雯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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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98-0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地理. 2/林佳瑩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53-9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地理. 4/佩妮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54-

6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地理. 6/許琬茹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55-3 (平裝) NT$7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自然. 1/慷晰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92-

8 (平裝) NT$9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自然. 4/李雲想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36-2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自然. 6/陳揚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37-

9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國文. 1/丁秀霞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83-6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數學. 1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89-8 (平裝) 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歷史. 1/謝采芳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95-9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歷史. 2/黃嘉

熏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62-

1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歷史. 4/李允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63-

8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南版). 歷史. 6/南一社

會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64-5 (平裝) NT$7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公民. 1/盧葦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01-

9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公民. 2/南一社

會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47-8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公民. 4/陳穗婷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48-5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公民. 6/官玫璇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49-2 (平裝) NT$7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地理. 1/盧韻雯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99-7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地理. 2/林佳瑩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56-0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地理. 4/佩妮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57-

7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地理. 6/許琬茹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58-4 (平裝) NT$7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自然. 1/慷晰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93-

5 (平裝) NT$9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自然. 2/慷晞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38-

6 (平裝) NT$9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自然. 4/李化, 

李悟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39-3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自然. 6/陳揚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40-

9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國文. 1/陳元貞, 

李志偉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84-3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數學. 1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90-4 (平裝) 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歷史. 1/謝采芳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96-6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歷史. 2/黃嘉

熏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65-

2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歷史. 4/李允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66-

9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康版). 歷史. 6/南一社

會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67-6 (平裝) NT$7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公民. 1/盧葦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02-

6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公民. 2/南一社

會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50-8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公民. 4/陳穗婷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51-5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公民. 6/官玫璇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52-2 (平裝) NT$7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地理. 1/盧韻雯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11-8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地理. 2/林佳瑩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59-1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地理. 4/佩妮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60-

7 (平裝) NT$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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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地理. 6/許琬茹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61-4 (平裝) NT$7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自然. 1/南一自

然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94-2 (平裝) NT$9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自然. 2/南一自

然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41-6 (平裝) NT$9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自然. 4/李化, 

李悟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億興業 , 

1101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42-3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自然. 6/陳揚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43-

0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國文. 1/鄭欣, 

梁郁欣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85-0 (平裝) NT$11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數學. 1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91-1 (平裝) NT$15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歷史. 1/謝采芳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97-3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歷史. 2/黃嘉熏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

68-3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歷史. 4/李允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4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69-

0 (平裝) NT$80  

BBQ 微講義(適翰版). 歷史. 6/南一社

會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

南億興業, 1101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2-70-6 (平裝) NT$70  

CFP/AFP 通関講座. 模組 4, 投資規劃

/廖慶憲, 洪偉翔, 梁亦鴻, 楊子儀編
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 , 

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75-800-7 (平裝) NT$500  

Damien the duck(student book). 2/chief 

editor e-learning section .-- 臺南市 : 人

上人文化, 11011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711-34-4 (平裝)  

EZ100 高中選修生物 . 1/林元露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11 .-

- 3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

131-6 (平裝) NT$3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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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06665-7-1 (第 8 冊:平

裝)  

Hakka 歌謠繪本: 狗仔摎貓仔/陳紹品

總編輯  .-- 桃園市  : 妙思客娛樂 , 

11011 .-- 2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37-1-6 (平裝) NT$200  

KITE practice test. level 1= 幼兒英檢模

擬試題. 第一級/邱靖媛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101 .-- 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-90-

4 (平裝) NT$269  

KITE practice test. level 2= 幼兒英檢模

擬試題. 第二級/邱靖媛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101 .-- 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-91-

1 (平裝) NT$269  

Language is life: Ben's new school. 

starter B reader/Imran Durrani 主編 .-- 

1st ed. .-- 高雄市 : 童話國際, 11011 .-- 

6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41-

0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My ABC Book 字母練習簿/康軒英語

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110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175-4 (平裝)  

Netter's 簡明放射解剖學 /Edward C. 

Weber, Joel A. Vilensky, Stephen W. 

Carmichael, Kenneth S. Lee 原著; 王馨

瑩譯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

思唯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93-01-6 (PDF)  

New TOEIC 新制多益奇蹟筆記書: 全

真練題本/David Katz, 王復國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101 .-- 2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2-4-

2 (平裝) NT$600  

Principles of physicals: a calculus 

approach 3e/author Raymond A. Serway, 

John W. Jewett, Jr., Shang-fang Tsai .-- 

3rd ed.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, 
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406-2-

4 (全套:平裝)  

Rainbow explorers. 4: student book. 2, 

community helpers/writers Cindy Liber, 

Sinéad Jackso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

嘉仁, 1110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6-20-9 (平裝)  

Rainbow explorers. 4: student book. 3, 

let's travel/writers Cindy Liber, Sinéad 

Jackso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10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6-21-6 (平裝)  

Rainbow explorers. 4: student book. 4, 

power of nature/writers Cindy Liber, 

Sinéad Jackso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

嘉仁, 11101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6-22-3 (平裝)  

Student's book. step 7/writer Freddie 

Sizer, Jeffery Sloop .-- 新北市 : 夏恩國

際教育, 11012 .-- 12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12-2-5 (平裝)  

Super fun(student book)/張曉莉, 陳昭

玲, 朱育瑩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何嘉仁, 11011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6-02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Super fun(workbook)/陳昭玲, 張曉莉, 

朱育瑩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何嘉

仁, 1101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6-03-2 (平裝)  

Super skills book. step 7/writer Tom 

Woodhouse .-- 新北市 : 夏恩國際教育, 

11012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512-4-9 (平裝)  

*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: 2022 年初

階「行銷企劃證照」教材與題型題

庫/台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.-- 十三版 .-

- 臺 北 市  : 臺 灣 行 銷 科 學 學 會 , 

11011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556-2-7 (平裝)  

TOEIC L&R 多益圖解字彙、文法、

攻略筆記套書(新制題型)/富岡惠作; 

劉華珍, 林錦慧, 蔡易伶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532-593-0 (全套:平裝) 

NT$900  

Town musicians of Bremen: wee talk! 

wee play! teacher's manual 教師手冊. 

purple A/吳彥姍, 林佳慧作 .-- 初版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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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: 佳音, 11011 .-- 23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920-6 (平裝)  

Workbook. step 7/writer Mark Rogers .-- 

新北市 : 夏恩國際教育, 11012 .-- 3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12-3-

2 (平裝)  

[升科大四技二專]數位邏輯設計總

複習測驗卷/李俊毅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6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67-

0 (平裝)  

*人力資源管理/胡鼎華編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52-6 (PDF)  

人身保險經紀人證照 4 合 1 歷屆題

庫完全攻略. 2022 年版/吳佩樺, 張文

耀, 黃卓盛, 呂佳縝, 黃賜錄編著 .-- 新
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2 .-- 492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96-3 (平裝) 

NT$550  

小月亮讀本/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

輯 .-- 新北市 : 小學堂文化, 11011 .-- 

59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74-8-8 (精裝)  

小太陽讀本/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

輯 .-- 新北市 : 小學堂文化, 11011 .-- 

59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74-7-1 (精裝)  

工地主任試題精選解析/陳佑松, 江

軍, 許光鑫, 關韻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88-2 (PDF)  

土地法規/洪正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05-3 (EPUB)  

土地法規(地政士)/許文昌編著 .-- 24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64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73-

0 (平裝) NT$600  

土地法規(高普考)/許文昌編著 .-- 22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88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74-

7 (平裝) NT$700  

土地稅法規/洪正, 劉力編 .-- 十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90-08-4 

(EPUB)  

土地稅法規/許文昌編著 .-- 26 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58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94-5 (平

裝) NT$600  

土地登記實務/洪正編著 .-- 十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90-06-0 

(EPUB)  

土 地經 濟學 (觀 念分 析 )/許文昌 編

著 .-- 2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78-5 (平裝) NT$600  

大法官釋字白話工具書: 主題式表解

暨試題觀摩. 111 版/劉邦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60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67-5 (平

裝) NT$580  

小星星讀本/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

輯 .-- 新北市 : 小學堂文化, 11011 .-- 

59 面; 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74-9-5 (精裝)  

小 動 物 診 斷 超 音 波 . 上 冊 /John S. 

Mattoon, Tomas G.Nyland 原著; 江強

華, 郭霙瑤, 陳冠佑, 賴姿伶譯 .-- 第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14-5-0 

(PDF)  

上榜模板刑法分則/周易, 黃堯編著 .-

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11 .-- 

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

155-9 (平裝) NT$400  

三點拆解式政治學申論題庫/韋伯編
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1 .-- 6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35-4 (平裝) NT$680  

公民(鐵路)/洪明明編著 .-- 二十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

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95-2 (平裝)  

內外科護理學經典題型解析/陳雅玲

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7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70-9 (平裝) NT$680  

月考好試多. 數學. 2/黃翊程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32-5 (平裝)  

公共管理精修/龍奕編授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首席經典名品, 11011 .-- 冊 .-

- ISBN 978-626-95457-0-4 (上冊:平裝) 

NT$550 .-- ISBN 978-626-95457-1-1 (下

冊:平裝) NT$450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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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45-8 (PDF)  

分科週衝刺模擬題本. 公民與社會/

楊博安, 劉彥廷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

11012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39-4 (平裝)  

分科週衝刺模擬題本. 地理/湯凱齡, 

黃 美 傳 , 陳 瓊 慧 , Harvey, Michico, 

Sakurai 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

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53-0 (平裝)  

分科週衝刺模擬題本. 歷史/林文正, 

林昕暐, 朱詩堯, 蔡宗憲, 念青, 楊素

娟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1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38-

7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行政學(含概要)/太閣

編  .-- 十 四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鼎 文 , 

11011 .-- 7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43-4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法學知識與英文快易

通/鼎文名師群編 .-- 十三版 .-- 臺北

市 : 鼎文, 11011 .-- 86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46-5 (平裝)  

公務人員考試國文(作文、公文與測

驗)/李杰編 .-- 十八版 .-- 臺北市 : 鼎

文, 11011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44-1 (平裝)  

不動產估價理論/許文昌編著 .-- 20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65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71-

6 (平裝) NT$650  

不動產經濟學/許文昌編著 .-- 13 版 .-

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608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85-3 (平

裝) NT$650  

心智圖解 TOEIC 核心詞彙/徐千賀

(Jennifer Hsu)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

徐千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54-5 (EPUB)  

*比較教育/羅正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640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44-6 (平

裝) NT$670  

化學-學測歷屆試題本/全華工作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1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8-012-0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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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反應動力學/李祐慈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大化學系, 11012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8-

06-1 (平裝)  

*用句子背 GEPT 全民英檢中高級單

字/吳思遠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合傳

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84-43-3 (PDF)  

*用句子背 GEPT 全民英檢初級單字/

何誠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合傳播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84-42-6 (PDF)  

外交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外交領事

人員)(108-110 年試題)/李華, 林聰, 楊

華, 鄭瑋, 牧翰, 林泉, 黃崴, 聞仲, 衛

彬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7-018-3 (PDF)  

外交特考試題大補帖 (外交領事人

員). 2022(108-110 年試題)/李華, 林聰, 

楊華, 鄭瑋, 牧翰, 林泉, 黃崴, 聞仲, 衛

彬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

11012 .-- 29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7-022-0 (平裝) NT$450  

民法(含民法概要申論題型 v.s 選擇

題型)精修/蔡裕樹編授 .-- 初版 .-- 嘉

義市 : 東海國際電腦資訊, 11011 .-- 

752 面 ; 23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393-0-7 (平裝) NT$550  

民法(概要)申論題完全制霸/許恒輔

編著 .-- 14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2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915-7 (平裝) NT$650  

生物-學測歷屆試題本/全華工作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1 .-- 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8-013-7 (平裝)  

司法四等: 民法(概要)/許恒輔編著 .-- 

18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

7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907-2 (平裝) NT$680  

司法考試: 知識圖解-諮商輔導(含矯

正輔導)申論題解題書. 111 版/蕭逸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

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69-9 (平裝) NT$500  

民法物權與不動產法規 /許文昌編

著 .-- 20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7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81-5 (平裝) NT$680  

民事訴訟法/許恒輔編著 .-- 13 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81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08-9 (下

冊:平裝) NT$720  

民法概要(司法)/羅揚編著 .-- 八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64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14-

5 (平裝)  

民法概要(地政士)/許恒輔 .-- 15 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72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96-9 (平

裝) NT$600  

民法概要(鐵路)/羅揚編著 .-- 八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64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15-

2 (平裝)  

民法與信託法概要/羅揚編著 .-- 七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07-7 

(EPUB)  

民法總則/陳義龍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44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99-0 (平裝) 

NT$480  

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/顏台大編

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
出版, 11011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3-061-3 (平裝) NT$630  

必背單字及必背比較文法熱銷套書: 

精修 新制日檢!絕對合格 N3,N4,N5

必背單字大全+新制日檢!絕對合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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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246-662-9 ( 全 套 :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 

NT$770  

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/

黃煌嘉編著 .-- 十六版 .-- 新北市 : 科

友, 11012 .-- 4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64-381-3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技能檢定學術科

題庫解析/黃如逵, 周振坤編著 .-- 十

三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12 .-- 2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83-

7 (平裝)  

丙級西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

攻略. 2021 最新版/全華餐旅研究室

編著 .-- 5 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11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96-7 (平裝)  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

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/中華財政學會

編 .-- 修訂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財政

學會, 11011 .-- 20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825-6-6 (平裝) NT$250  

台電、中油、國民營考試. 111 版: 企

業管理/公孫策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
數位出版, 11012 .-- 752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3-052-1 ( 平 裝 ) 

NT$650  

台電雇員綜合行政 30 天速成/三民補

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744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20-6 (平裝)  

台電雇員綜合行政五合一題庫攻略/

三民輔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
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48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22-0 (平

裝)  

犯罪學概要(司法)/賴索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

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96-9 (平裝)  

犯罪學概要(警察)/賴索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

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97-6 (平裝)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. 公民/吳曄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56-7 (平

裝) NT$100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. 生物/張妤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6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51-2 (平

裝) NT$80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. 地理/張耀霖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55-0 (平

裝) NT$100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. 自然/張妤, 黃君, 孟

翰, 王御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11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50-5 (平裝) NT$210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. 社會/蔡承峰, 張耀

霖, 吳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11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53-6 (平裝) 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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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式歷屆試題. 英語/林奇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21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48-2 (平

裝) NT$200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. 國文/蔡恆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17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47-5 (平

裝) NT$200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. 理化地科/黃君, 孟

翰, 王御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11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52-9 (平裝) NT$150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 . 數學 /紀哥 , 顧全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49-9 (平裝) NT$200  

主題式歷屆試題. 歷史/蔡承峰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7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54-3 (平

裝) NT$100  

地方政府與政治(含地方自治概要)/

林清, 王濬編著 .-- 第二十三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832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33-0 (平

裝) NT$680  

刑法概要(司法)/陳毅弘編著 .-- 六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

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0-18-3 (平裝)  

刑法概要(警察)/陳毅弘編著 .-- 六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

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0-19-0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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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90-09-1 (EPUB)  

地政士歷屆試題精解/許文昌, 曾文

田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86-0 (平裝) NT$500  

考前危機解密(數學科): 108 最新課

綱、數 AB 各版本皆適用/林俊成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11 .-

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

134-7 (平裝) NT$240  

考前攻略分科測驗 16 週. 公民與社

會/林芳芩, 周雅岑, 正均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11 .-- 22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216-

7 (平裝) NT$338  

考前攻略分科測驗 16 週. 歷史/莊郁

麟, 吳一晉, 陳若文, 史曜菖, 林大雄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

11011 .-- 2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9-215-0 (平裝) NT$338  

行政法(概要)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

班名師群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48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21-3 (平裝)  

行政法爭點地圖/磯貓人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11 .-

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

294-6 (平裝) NT$450  

行政法爭點解讀/兆熙編著 .-- 四版 .-

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77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79-2 (平

裝) NT$680  

行政學(概要)測驗題完全制霸/高凱

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8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82-2 (平裝) NT$650  

行政學(概要)圖說關聯記憶/高維奇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知識達數位科

技, 11011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91-2-1 (平裝) NT$550  

行政學百分百 (命題焦點暨題庫解

析)/陳真編著 .-- 第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10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63-7 (平裝) 

NT$790  

老師解題: 民法總則/苗星(施宇宸)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

保成數位出版, 11011 .-- 57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8-07-5 (平裝) 

NT$550  

老師解題; 商事法(公司法、證券交

易法、保險法)/蕭雄, 雋婕編著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11 .-- 62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22-

8 (平裝) NT$580  

各國人事制度/李豪編著 .--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84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60-6 (平

裝) NT$680  

*色彩原論/林昆範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8-010-6 (PDF)  

多媒材創作實務. 下/沈昭玲, 翁靖宣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

11101 .-- 1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3-380-8 (平裝)  

自然科學練習簿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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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19-1 (平裝)  

自然科學練習簿. 3 下/楊宗榮, 張淵

菘, 林英杰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018-4 (平裝)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(教師用書)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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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26-020-7 (平

裝)  

好試桔. 數學(適南版). 2(國中一下)/

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.-- 臺南市 : 漢華

文教, 1101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3-116-1 (平裝) NT$160  

好試桔. 數學(適康版). 2(國中一下)/

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.-- 臺南市 : 漢華

文教, 1101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3-115-4 (平裝) NT$160  

好試桔. 數學(適翰版). 2(國中一下)/

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.-- 臺南市 : 漢華

文教, 1101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33-114-7 (平裝) NT$160  

企業管理(企業概論.管理學): 台電考

試用/王毅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臺北市 : 

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576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62-0 (平裝) 

NT$650  

企業管理(管理學.企業概論)(國民營

版)/吳俊, 吳江林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52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70-5 (平

裝) NT$650  

企業管理概要(大意)/邵康編著 .-- 十

九版  .-- 臺北市  : 三民輔考資訊 , 

11012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90-03-9 (平裝)  

有機化學歷屆試題. 105-109 年/方智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1 .-- 

328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244-5-7 (下冊:平裝) NT$400  

考點式證劵交易法解題書/鍾律師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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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69-3 (平裝) NT$480  

作文全方位高分秘技/尹宸編著 .-- 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54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87-

7 (平裝) NT$520  

作文應試高分寶典/尹宸編著 .-- 四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54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88-

4 (平裝) NT$52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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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7090-10-7 (EPUB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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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30-0-7 (PDF)  

冷凍空調概論(含丙級學術科解析)/

李居芳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全

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79-0 (PDF)  
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A 版). 第二
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再版 .-

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48
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51-

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6/東大國

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47-7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中商業與管理群商業概論. 

下/王振洋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東

岱圖書, 11012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72-1-1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B 版英文單字

片語手冊. 2= Reading reader/劉宜君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64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50-9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非選

手冊. 2= Sentence patterns & writing/李

致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78-3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

(A). 2/王文賢, 李語涵. 葉家榆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6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38-7 (平

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

(甲). 2/蘇華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68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

學與分析實習. 下/吳啟瑞, 賴金泉, 王

昭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
圖書, 11011 .-- 2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364-8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動

力機械操作實習/李明錡, 許文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1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74-5 (平裝) NT$438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

基本電學. 下冊= Basic electricity/黃錦

華, 郭塗註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

華興文化, 11011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941-1-6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

電子學. 下/曹哲愷, 黃育泰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紅動創新, 11011 .-- 3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2-4-

3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藝術與

科技. 下冊= Arts and technology/洪一

平, 林經堯, 羅禾淋, 謝慧青, 李寅彰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育才國際文

化, 11011 .-- 28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62-4-4 (平裝)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

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(乙版). 二/烏

龍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翔宇 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88-98-3 (平裝) NT$75  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(乙

版). 三/周秉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翔宇, 11101 .-- 164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88-97-6 (平裝)  

完勝會考攻略點: -C 達 B+A/南一編

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0 .-

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728-8 (全套:

平裝)  

車輛外部清理實作/蘇冠菁, 蔡靜涵, 

周琨堯, 陳信瑋, 徐霈涵, 林子建, 尤

淑君, 沈聲裕, 廖志家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1 .-- 208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63-1 (平

裝)  

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

題解/王思科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

文, 11011 .-- 5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51-9 (平裝)  

怪 物 講 師 日檢 單字 7,000/張重 維 , 

Jennifer Thaler 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

合傳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84-44-0 (PDF)  

物理-學測歷屆試題本/[全華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]高中編輯部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6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16-

8 (平裝)  

初階外匯人員速成總整理/金融證照

編輯小組編著 .-- 第 19 版 .-- 新北市 : 

宏典文化, 11101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75-799-4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初等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 Q&A. 

112 版/鄭漢, 鄭翰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
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51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56-9 (平裝) 

NT$550  

初階授信人員速成總整理 /林崇漢 , 

林彙桓編著 .-- 第 18 版 .-- 新北市 : 宏

典文化, 11012 .-- 55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75-801-4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社會(工作)研究方法(含概要)/陳思緯

編 著  .-- 八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考 用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25-32-3 (PDF)  

社會工作/孫翊雲編著 .-- 17 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60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97-6 (平裝) 

NT$600  

社會工作(概要)/孫翊雲編著 .-- 17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60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98-

3 (平裝) NT$600  

社會作業簿(教師用). 3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59-2 (平裝)  

社會作業簿. 3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60-8 (平

裝)  

社會福利服務/龍昇編著 .-- 12 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576 面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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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95-2 (平

裝) NT$550  

空調設備/蕭明哲, 沈志秋編著 .-- 四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80-6 (PDF)  

法學知識(憲法+法學緒論)/洪正, 李

由編著 .-- 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
考資訊, 11012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90-17-6 (平裝)  

金融科技力知識速成總整理/柳威廷

編著 .-- 第 5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

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75-797-0 (平裝) NT$400  

金融保險法規/王貞智, 李慧虹編著 .-

- 26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

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

872-3 (平裝) NT$650  

法學緒論(法學常識)讀本+題庫二合

一. 111 版/陳晟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
數位出版, 11011 .-- 480 面; 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3-065-1 ( 平 裝 ) 

NT$600  

法學緒論: 全彩心智圖表/棋許編著 .-

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11 .-- 

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

825-9 (平裝) NT$450  

昆蟲運動會: 教師指引手冊/游見惠, 

林玉菁課程設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

化, 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53-40-1 (平裝) NT$250  

知識圖解: 綜覽監獄學混合題庫. 111

版/何漢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
版, 11012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3-066-8 (平裝) NT$650  

英文(警察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

陽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
資訊, 11011 .-- 5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90-01-5 (平裝)  

英文(鐵路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

陽編著 .-- 十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
考資訊, 11012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90-04-6 (平裝)  

英文解題完全制霸/林惠華編著 .-- 十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60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13-

3 (平裝) NT$580  

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速成/柳威

廷編著 .-- 第 7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
化, 11012 .-- 4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5-798-7 (平裝) NT$400  

流行病學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宸嫚編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2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80-8 (平裝) NT$450  

南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16-

4 (平裝)  

南版 i 學習. 自然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9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15-7 (平裝)  

南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64-

5 (平裝)  

南版 i 學習. 數學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63-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57-7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58-

4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 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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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9-259-1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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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319-260-7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3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55-3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5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17-1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3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56-

0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5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18-

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45-4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2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51-5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53-9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50-

8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2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52-

2 (平裝)  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54-

6 (平裝)  

洗錢防制法大意/陳晟編著 .-- 第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

- 2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42-2 (平裝) NT$400  

保險學(含概要)/平心編 .-- 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2-50-2 (PDF)  

高中公民與社會複習週記 /許和寧 , 

曾露瑤, 陳姿慧, 林貞君, 陳立偉, 賴

柷宏, 淳以棋著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晟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15-9-0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數學(教師用). 

2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232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99-8 (平

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數學. 2/蘇信誠, 

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500-1 (平裝)  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 .選修數學甲 . 

下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17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86-8 (平

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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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 .選修數學甲 . 

下(教師用)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101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85-1 (平裝)  

高中地球科學學測歷屆試題本/全華

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12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8-014-4 (平裝)  

高中無敵講義. 數學(教師用). 2/何俊

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101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07-0 (平裝)  

高中無敵講義. 數學. 2/何俊明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23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08-

7 (平裝)  

高中漫畫異數學. 第三冊(3A), 三角

函數、指數與對數函數、平面向量/

賴昱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

11011 .-- 3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8-132-3 (平裝)  

核心選文攻略/吳亭誼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11 .-- 33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33-0 (平

裝) NT$350  

高中選修數學甲-隨堂測驗. 下/全華

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97-4 (平裝) NT$25  

配位化學/張一知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師大化學系, 11012 .-- 6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8-05-4 (平裝)  

*財政學(含概要)/平心編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2-49-6 (PDF)  

*財政學主題式申論題庫精準解題 . 

111 版/鄭漢, 鄭翰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546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40-

8 (平裝) NT$600  

高級心臟救命術: CLS 重點指引&精

要解說/陳志中, 張朝煜作 .-- 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華杏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94-628-3 (PDF) NT$380  

記帳士考試: 會計學概要. 111 版/文

呈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58-3 (平裝) NT$620  

畜產加工實習/蘇平齡, 王素貞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19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17-

7 (上冊:平裝)  

財產保險行銷概要/呂珍, 陸益世編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12 .-- 3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7-98-3 (平裝)  

財產風險管理概要/呂珍, 陸益世編
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1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07-99-0 (平裝)  

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/

中華財政學會編 .-- 修訂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財政學會, 11011 .-- 225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25-4-2 (平

裝) NT$250  

病理學歷屆試題詳解(110-96 年)/郭

熙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903-4 (平裝) NT$420  

高普考-各國人事制度/張秉鈞編著 .-

- 第八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1 .-- 60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45-3 (平裝) NT$650  

高普考行政科小法典/高點法商編委

會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
11012 .-- 169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901-0 (平裝) NT$480  

高普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 Q&A. 

112 版/鄭漢, 鄭翰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
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512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57-6 (平裝) 

NT$550  

租稅各論/施敏編著 .-- 23 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7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05-8 (平裝) 

NT$680  

迴歸分析申論題完全制霸/趙治勳編

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2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76-1 (平裝) NT$580  

國小升資優班綜合智力測驗/前程編

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前程, 

1101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04-528-7 (第 5 集:平裝) NT$250  

國小生活自修. 1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41-7 (平裝)  

國小社會自修.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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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510-0 (平裝)  

國小國語自修. 3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523-0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社會. 3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17-9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3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12-4 (平裝)  
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3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82-0 (平裝)  
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社會(翰). 3 下/劉

慕依, 張亭婕, 李明俠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奇鼎, 11012 .-- 10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9-21-3 (平裝) 

NT$200  
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國語(康). 3 下/郭

金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 

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9-20-6 (平裝) NT$200  

國小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3 下/翰林作
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96-7 (平裝)  

國小數學講義. 3 下/翰林作者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97-4 (平裝)  

國文(作文)必勝秘笈/尹宸編著 .-- 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47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89-

1 (平裝) NT$480  

國文(作文)必勝寶典/尹宸編著 .-- 七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54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90-

7 (平裝) NT$520  

國文 (作文 )國考必勝秘笈 /尹宸編

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2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93-8 (平裝) NT$5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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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文 (作文 )國考必勝寶典 /尹宸編
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2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92-1 (平裝) NT$520  

國文(作文/測驗)/鍾莉編著 .-- 25 版 .-

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71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10-2 (平

裝) NT$600  

國文 (測驗 )國考必勝祕笈 /尹宸編
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2 .-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909-6 (平裝) NT$620  

國文(警察)/陳雲飛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
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56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00-8 (平

裝)  

國文(鐵路)/陳雲飛編著 .-- 十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53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91-

4 (平裝)  

*國文: 作文(警察特考)/卓村編著 .-- 

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1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49-1 (平裝) NT$580  

*國文: 測驗/卓村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624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48-

4 (平裝) NT$580  

*國文: 測驗(高普考)/卓村編著 .-- 第

七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11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47-7 (平裝) NT$580  

國文: 測驗(國民營考試)/卓村編著 .-- 

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1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51-4 (平裝) NT$580  

*國文: 測驗(鐵路特考.升資考.各類

相關考試)/卓村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624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50-7 (平

裝) NT$580  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(教師

用). 6/林柏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73-8 (平裝)  

國中 A++資優專用講義. 數學. 6/林柏

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74-5 (平裝)  

國中生活科技講義(教用版). 1 下/林

志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10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88-2 (平裝)  

國中生活科技講義(教用版). 2 下/林

志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10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90-5 (平裝)  

國中生活科技講義. 1 下/林志軒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- 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89-9 (平裝)  

國中生活科技講義. 2 下/林志軒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- 

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91-2 (平裝)  

國中段考王. 公民. 6/王力平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5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45-5 (平裝) 

NT$120  

國中段考王. 地理. 6/陳佑婷編著 .-- 

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5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44-8 (平裝) 

NT$120  

國中段考王. 自然. 6/李明憲, 李嘉琪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8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42-4 (平

裝) NT$190  

國中段考王. 英語. 6/John Chen 編著 .-

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13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41-7 (平裝) 

NT$180  

國中段考王. 國文. 6/陳偉伸, 惟璽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12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40-0 (平

裝) NT$160  

國中段考王. 數學. 6/林毅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0-730-1 ( 平 裝 ) 

NT$190  

國中段考王. 歷史. 6/李允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0-743-1 ( 平 裝 ) 

NT$120  

國文補充講義. 2/陳盈州, 曾茗嫄, 蘇

莉閔, 江伊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龍騰文化, 11011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19-219-8 ( 平 裝 ) 

NT$145  

國中熊簡單文法微講義. 英語. 2/蔡

逸夫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

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47-9 (平裝) NT$15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公民. 2/南一編

撰委員會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52-3 (平裝) NT$14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地理. 2/南一編

撰委員會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51-6 (平裝) NT$14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自然. 2/徐德爾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49-3 (平

裝) NT$18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國文. 2/丁美仁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9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46-2 (平

裝) NT$17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數學. 2/鍾孟炤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1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48-

6 (平裝) NT$270  

國中熊簡單微講義. 歷史. 2/南一編

撰委員會編著 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50-9 (平裝) NT$140  

國文學習講義/全國名師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11 .-- 17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217-

4 (第 2 冊:平裝) NT$120  

國民小學生活. 第一冊(1 上)/丁思與, 

姜秀潔, 連瑞琦, 陳美惠, 黃楦容, 鄔

時雯, 鍾侑蓉, 蕭玉芬編寫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67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70-2 (平

裝)  

國民小學生活. 第二冊(1 下)/丁思與, 

姜秀潔, 連瑞琦, 陳美惠, 黃楦容, 鄔

時雯, 鍾侑蓉, 蕭玉芬編寫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6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71-9 (平

裝)  

國民小學生活. 第三冊(2 上)/丁思與, 

姜秀潔, 連瑞琦, 陳美惠, 黃楦容, 鄔

時雯, 鍾侑蓉, 蕭玉芬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0908 .-- 151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72-6 (平

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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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小學生活. 第四冊(2 下)/丁思與, 

姜秀潔, 連瑞琦, 陳美惠, 黃楦容, 鄔

時雯, 鍾侑蓉, 蕭玉芬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73-

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生活習作. 第一冊(1 上)/丁

思與, 姜秀潔, 連瑞琦, 陳美惠, 黃楦

容, 鄔時雯, 鍾侑蓉, 蕭玉芬編寫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4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74-

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生活習作. 第二冊(1 下)/丁

思與, 姜秀潔, 連瑞琦, 陳美惠, 黃楦

容, 鄔時雯, 鍾侑蓉, 蕭玉芬編寫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3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75-

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生活習作. 第三冊(2 上)/丁

思與, 姜秀潔, 連瑞琦, 陳美惠, 黃楦

容, 鄔時雯, 鍾侑蓉, 蕭玉芬編寫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0908 .-- 41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76-

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生活習作. 第四冊(2 下)/丁

思與, 姜秀潔, 連瑞琦, 陳美惠, 黃楦

容, 鄔時雯, 鍾侑蓉, 蕭玉芬編寫 .-- 初

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

- 4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077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科學. 第一冊(3 上)/王

郁軒, 王純姬, 沈白玲, 吳杏惠, 柯孟

昌, 徐佳璋, 陳淑苾, 楊世昌, 廖進德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78-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科學. 第二冊(3 下)/王

郁軒, 王純姬, 沈白玲, 吳杏惠, 柯孟

昌, 徐佳璋, 陳淑苾, 楊世昌, 廖進德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79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. 第一冊 (3

上)/王郁軒, 王純姬, 沈白玲, 吳杏惠, 

柯孟昌, 徐佳璋, 陳淑苾, 楊世昌, 廖

進德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08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88-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. 第二冊 (3

下)/王郁軒, 王純姬, 沈白玲, 吳杏惠, 

柯孟昌, 徐佳璋, 陳淑苾, 楊世昌, 廖

進德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2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89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. 第七冊(6

上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文娟, 

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宗編

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84-9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. 第八冊(6

下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文娟, 

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宗編

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86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. 第三冊(4

上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文娟, 

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宗編

寫 .-- 四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808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80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. 第五冊(5

上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文娟, 

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宗編

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0808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82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. 第六冊(5

下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文娟, 

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宗編

寫 .-- 四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902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83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. 第四冊(4

下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文娟, 

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宗編

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0802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81-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. 第七

冊(6 上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

文娟, 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

宗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96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. 第八

冊(6 下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

文娟, 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

宗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97-9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. 第三

冊(4 上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

文娟, 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

宗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708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91-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. 第五

冊(5 上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

文娟, 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

宗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808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93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. 第六

冊(5 下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

文娟, 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

宗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902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95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. 第四

冊(4 下)/王純姬, 吳美慧, 卓麗容, 邱

文娟, 胡甫育, 黃建榮, 葉承輝, 簡朝

宗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80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92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. 第一冊(3 上)/吳雅蕙, 

周佩縈, 林展寬, 郭俊成, 陳彥如, 陳

錦堂, 黃美月, 游皓麟, 曾慧芬, 蔡佩

真, 蔡真宜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045-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. 第二冊(3 下)/周佩縈, 

林展寬, 郭俊成, 陳彥如, 陳錦堂, 黃

美月, 游皓麟, 曾慧芬, 蔡佩真, 蔡真

宜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46-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. 第七冊(6 上)/陳錦堂, 

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宜編

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1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51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. 第八冊(6 下)/陳錦堂, 

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宜編

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52-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. 第三冊(4 上)/陳錦堂, 

郭俊成, 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

真宜編寫 .-- 四版四刷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1008 .-- 99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047-4 (平裝)  



130 

 

國民小學社會. 第五冊(5 上)/陳錦堂, 

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宜編

寫 .-- 四版三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11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49-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. 第六冊(5 下)/陳錦堂, 

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宜編

寫 .-- 四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2 .-- 11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50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. 第四冊(4 下)/陳錦堂, 

郭俊成, 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

真宜編寫 .-- 四版四刷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1002 .-- 91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048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習作. 第一冊(3 上)/吳

雅蕙, 周佩縈, 林展寬, 郭俊成, 陳彥

如, 陳錦堂, 黃美月, 游皓麟, 曾慧芬, 

蔡佩真, 蔡真宜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4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53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習作. 第二冊(3 下)/周

佩縈, 林展寬, 郭俊成, 陳彥如, 陳錦

堂, 黃美月, 游皓麟, 曾慧芬, 蔡佩真, 

蔡真宜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2 .-- 3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54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習作. 第七冊(6 上)/陳

錦堂, 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

宜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3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59-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習作. 第八冊(6 下)/陳

錦堂, 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

宜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60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習作. 第三冊(4 上)/陳

錦堂, 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

宜編寫 .-- 四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0808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55-9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習作. 第五冊(5 上)/陳

錦堂, 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

宜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808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57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習作. 第六冊(5 下)/陳

錦堂, 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

宜編寫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58-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社會習作. 第四冊(4 下)/陳

錦堂, 曾慧芬, 游皓麟, 劉坤昌, 蔡真

宜編寫 .-- 四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2 .-- 3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56-6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客家語. 6/吳秀美, 徐汎平, 

徐敏莉, 賴玉英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真平企業, 11101 .-- 1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075-71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. 6/吳秀美, 

徐汎平, 徐敏莉, 賴玉英編撰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真平企業, 11101 .-- 13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75-72-

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英語(student book). 第一冊/

馬玲波, 梁淑敏, 曾雅玲, 鄭茜文, 賴

素卿, 鍾佳慧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041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英語(student book). 第二冊/

馬玲波, 梁淑敏, 曾雅玲, 鄭茜文, 賴

素卿, 鍾佳慧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042-9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英語(workbook). 第一冊/馬

玲波, 梁淑敏, 曾雅玲, 鄭茜文, 賴素

卿, 鍾佳慧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08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043-6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英語(workbook). 第二冊/馬

玲波, 梁淑敏, 曾雅玲, 鄭茜文, 賴素

卿, 鍾佳慧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6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044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一冊(1 上)/

林稹甫, 姚宗呈, 苗桂蓉, 陳明德, 陳

羿伶, 廖容瑜, 蔡宜螢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5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29-

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. 第十一冊 (6

上)/俞名芳, 苗桂蓉, 陶琪然, 楊彼得, 

廖容瑜, 廖碧嬌編寫 .-- 初版六刷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39-9 (平

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. 第十二冊 (6

下)/俞名芳, 苗桂蓉, 陶琪然, 楊彼得, 

廖容瑜, 廖碧嬌, 蔡宜螢編寫 .-- 初版

六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

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040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二冊(1 下)/

林稹甫, 苗桂蓉, 張佑誠, 陳明德, 陳

羿伶, 廖容瑜, 蔡宜螢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30-

6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七冊(4 上)/

李佳穎, 俞名芳, 苗桂蓉, 陶琪然, 楊

彼得, 廖碧嬌編寫 .-- 初版五刷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35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八冊(4 下)/

李佳穎, 俞名芳, 苗桂蓉, 陶琪然, 楊

彼得, 廖容瑜, 廖碧嬌編寫 .-- 初版六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3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36-

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九冊(5 上)/

俞名芳, 苗桂蓉, 陶琪然, 楊彼得, 廖

容瑜, 廖碧嬌編寫 .-- 初版七刷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37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十冊(5 下)/

俞名芳, 苗桂蓉, 陶琪然, 楊彼得, 廖

容瑜, 廖碧嬌編寫 .-- 初版六刷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5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38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三冊(2 上)/

林稹甫, 苗桂蓉, 張佑誠, 陳明德, 陳

羿伶, 廖容瑜, 蔡宜螢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3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31-

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五冊(3 上)/

林稹甫, 苗桂蓉, 陳明德, 陳羿伶, 蔡

宜螢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08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33-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六冊(3 下)/

林稹甫, 苗桂蓉, 張佑誠, 陳明德, 陳

羿伶, 蔡宜螢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034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. 第四冊(2 下)/

林稹甫, 苗桂蓉, 陳明德, 陳羿伶, 廖

容瑜, 蔡宜螢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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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4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32-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. 第一冊(3 上)/王

淑芬, 李光華, 巫淑貞, 康心怡, 顏英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21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. 第十一冊(6 上)/

巫淑貞, 康心怡, 蔡美錦, 鄧美珠編

寫 .-- 初版六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27-6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. 第十二冊(6 下)/

巫淑貞, 康心怡, 蔡美錦編寫 .-- 初版

四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028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. 第二冊(3 下)/吳

俊傑, 張淑瓶, 張道榮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9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22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. 第七冊(4 上)/康

心怡, 蔡美錦, 鄧美珠編寫 .-- 初版三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7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23-

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. 第八冊(4 下)/林

美玉, 康心怡, 蔡美錦, 鄧美珠編寫 .-- 

初版四刷  .-- 新北市 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24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. 第九冊(5 上)/巫

淑貞, 康心怡, 蔡美錦, 鄧美珠編寫 .-- 

初版七刷  .-- 新北市 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25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綜合活動. 第十冊(5 下)/巫

淑貞, 康心怡, 蔡美錦, 鄧美珠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0502 .-- 

88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026-9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一冊(1 上)/曾婉菁, 

趙曉瑩, 陳莉芳, 應雅鈴, 張亦甯, 陳

素敏, 林玫伶, 侯詩瑜, 林美曲, 李香

慧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1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61-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十一冊(6 上)/吳曉

蓉, 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侯詩瑜

編寫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87-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十二冊(6 下)/吳曉

蓉, 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編寫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1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90-

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二冊(1 下)/曾婉菁, 

趙曉瑩, 陳莉芳, 應雅鈴, 張亦甯, 陳

素敏, 林玫伶, 侯詩瑜, 林美曲, 李香

慧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62-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七冊(4 上)/吳曉蓉, 

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林玫伶, 侯

詩瑜編寫 .-- 三版三刷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0908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067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八冊(4 下)/吳曉蓉, 

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林玫伶, 侯

詩瑜編寫 .-- 三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

軒文教, 10902 .-- 1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068-9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九冊(5 上)/吳曉蓉, 

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侯詩瑜編

寫 .-- 三版三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908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69-6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十冊(5 下)/吳曉蓉, 

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侯詩瑜編

寫 .-- 三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2 .-- 1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85-6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三冊(2 上)/張亦甯, 

陳欣儀, 陳素敏, 陳莉芳, 曾婉菁, 楊

絮媛, 蔡宜樺, 應雅鈴, 李香慧, 林玫

伶, 林美曲, 侯詩瑜, 賴以威編寫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0908 .-- 15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063-

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五冊(3 上)/張元鳳, 

張雅文, 陳欣儀, 陳莉芳, 曾婉菁, 楊

絮媛, 蔡宜樺, 應雅鈴, 賴以威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

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065-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六冊(3 下)/李香慧, 

張元鳳, 張雅文, 陳欣儀, 陳莉芳, 曾

婉菁, 楊絮媛, 蔡宜樺, 應雅鈴, 賴以

威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66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. 第四冊(2 下)/張亦甯, 

陳欣儀, 陳素敏, 陳莉芳, 曾婉菁, 楊

絮媛, 蔡宜樺, 應雅鈴, 李香慧, 林玫

伶, 林美曲, 侯詩瑜, 賴以威編寫 .-- 初

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

- 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064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一冊(1 上)/曾

婉菁, 趙曉瑩, 陳莉芳, 應雅鈴, 張亦

甯, 陳素敏, 林玫伶, 侯詩瑜, 林美曲, 

李香慧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8 .-- 9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94-8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十一冊(6 上)/

吳曉蓉, 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侯

詩瑜編寫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08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07-5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十二冊(6 下)/

吳曉蓉, 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編

寫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08-2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二冊(1 下)/曾

婉菁, 趙曉瑩, 陳莉芳, 應雅鈴, 張亦

甯, 陳素敏, 林玫伶, 侯詩瑜, 林美曲, 

李香慧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2 .-- 9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098-6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七冊(4 上)/吳

曉蓉, 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林玫

伶編寫 .-- 三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0808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03-7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八冊(4 下)/吳

曉蓉, 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林玫

伶, 侯詩瑜編寫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0802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104-4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九冊(5 上)/吳

曉蓉, 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編寫 .-- 

三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0808 .-- 

1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105-1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十冊(5 下)/吳

曉蓉, 林玉鴦, 曾婉菁, 趙曉瑩, 侯詩

瑜編寫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902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06-8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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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三冊(2 上)/張

亦甯, 陳欣儀, 陳素敏, 陳莉芳, 曾婉

菁, 楊絮媛, 蔡宜樺, 應雅鈴, 李香慧, 

林玫伶, 林美曲, 侯詩瑜, 賴以威編
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0908 .-- 10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099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五冊(3 上)/張

元鳳, 張雅文, 陳欣儀, 陳莉芳, 曾婉

菁, 楊絮媛, 蔡宜樺, 應雅鈴, 賴以威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11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01-3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六冊(3 下)/李

香慧, 張元鳳, 張雅文, 陳欣儀, 陳莉

芳, 曾婉菁, 楊絮媛, 蔡宜樺, 應雅鈴, 

賴以威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2 .-- 11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02-0 (平裝)  

國民小學數學習作. 第四冊(2 下)/張

亦甯, 陳欣儀, 陳素敏, 陳莉芳, 曾婉

菁, 楊絮媛, 蔡宜樺, 應雅鈴, 李香慧, 

林玫伶, 林美曲, 侯詩瑜, 賴以威編

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9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00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. 第一冊(1 上)/朱

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家鶴, 邱明

成, 施權城, 胡心如, 梁中昊, 陳學淵, 

童禕珊, 劉翠華, 蔡美賢, 鄭雅之, 賴

麗琴, 龔韞瑀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139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. 第二冊(1 下)/朱

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家鶴, 邱明

成, 施權城, 胡心如, 梁中昊, 陳學淵, 

童禕珊, 劉翠華, 蔡美賢, 鄭雅之, 賴

麗琴, 龔韞瑀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140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. 第三冊(2 上)/朱

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家鶴, 邱明

成, 施權城, 柯兆欣, 胡心如, 梁中昊, 

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蔡美賢, 鄭

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4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41-

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. 第五冊(3 上)/朱

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家鶴, 邱明

成, 施權城, 柯兆欣, 胡心如, 梁中昊, 

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蔡美賢, 鄭

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43-3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. 第六冊(3 下)/朱

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家鶴, 邱明

成, 施權城, 柯兆欣, 胡心如, 梁中昊, 

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蔡美賢, 鄭

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6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44-0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. 第四冊(2 下)/朱

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家鶴, 邱明

成, 施權城, 柯兆欣, 胡心如, 梁中昊, 

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蔡美賢, 鄭

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2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42-

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(B 版). 

2 下/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青鵬, 洪啟軒, 

林美秀, 李美惠, 陳柏亨, 盧佳欣編

撰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101 .-- 85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61-5 (平裝)  

國 民 中 學 自 然 科 學 活 動紀 錄 簿 (C

版)(紀錄本). 2 下/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

青鵬, 洪啟軒, 林美秀, 李美惠, 陳柏

亨, 盧佳欣編撰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44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63-9 (平裝)  

國 民 中 學 自 然 科 學 活 動紀 錄 簿 (C

版)(習題本). 2 下/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

青鵬, 洪啟軒, 林美秀, 李美惠, 陳柏

亨, 盧佳欣編撰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44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62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. 第一

冊(1 上)/朱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

家鶴, 邱明成, 施權城, 胡心如, 梁中

昊, 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蔡美賢, 

鄭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寫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9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45-

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. 第二

冊(1 下)/朱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

家鶴, 邱明成, 施權城, 胡心如, 梁中

昊, 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蔡美賢, 

鄭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寫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6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46-

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. 第三

冊(2 上)/朱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

家鶴, 邱明成, 施權城, 柯兆欣, 胡心

如, 梁中昊, 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

蔡美賢, 鄭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

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47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. 第五

冊(3 上)/朱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

家鶴, 邱明成, 施權城, 柯兆欣, 胡心

如, 梁中昊, 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

蔡美賢, 鄭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
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49-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. 第六

冊(3 下)/朱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

家鶴, 邱明成, 施權城, 柯兆欣, 胡心

如, 梁中昊, 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

蔡美賢, 鄭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
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50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. 第四

冊(2 下)/朱煥民, 何建樂, 吳宏達, 吳

家鶴, 邱明成, 施權城, 柯兆欣, 胡心

如, 梁中昊, 陳學淵, 童禕珊, 劉翠華, 

蔡美賢, 鄭雅之, 賴麗琴, 龔韞瑀編

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48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. 第一冊(1 上)/張建維, 

劉昌武, 歐秋坊, 李宜真, 徐靜欣, 陳

威廷, 楊惠如, 劉慧蘭, 洪立建, 陳逸

駿, 張懿婷, 蔡毓智, 鐘崑榕編寫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2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69-

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. 第二冊(1 下)/尹詩惠, 

吳彥明, 莊惠如, 徐靜欣, 楊惠如, 劉

慧蘭, 洪立建, 陳逸駿, 廖瑀凡, 鐘崑

榕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70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. 第三冊(2 上)/張伯鋒, 

黃兆毅, 蘇怡如, 胡川安, 涂豐恩, 徐



133 

 

靜欣, 楊惠如, 洪立建, 陳逸駿, 鐘崑

榕, 陳亞卉, 廖瑀凡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9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71-

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. 第五冊(3 上)/尹詩惠, 

張伯鋒, 黃兆毅, 蘇怡如, 徐靜欣, 劉

慧蘭, 邱俐瑜, 段成華, 蔡慈清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

2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173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. 第六冊(3 下)/邱慧娟, 

莊惠如, 徐靜欣, 劉慧蘭, 林博寰, 蔡

慈清, 陳逸駿, 邱俐瑜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74-7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. 第四冊(2 下)/林圻川, 

涂世達, 陳嘉旻, 涂豐恩, 徐靜欣, 劉

慧蘭, 羅皓星, 張懿婷, 段成華, 蔡慈

清, 廖瑀凡, 邱俐瑜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0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72-

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公民與社會. 第

一冊(1 上)/洪立建, 陳逸駿, 張懿婷, 

蔡毓智, 鐘崑榕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76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公民與社會. 第

二冊(1 下)/洪立建, 陳逸駿, 廖瑀凡, 

鐘崑榕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2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79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公民與社會. 第

三冊(2 上)/洪立建, 陳逸駿, 鐘崑榕, 

陳亞卉, 廖瑀凡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82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公民與社會. 第

五冊(3 上)/邱俐瑜, 段成華, 蔡慈清編
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88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公民與社會. 第

六冊(3 下)/林博寰, 陳逸駿, 蔡慈清, 

邱俐瑜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2 .-- 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91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公民與社會. 第

四冊(2 下)/張懿婷, 段成華, 蔡慈清, 

廖瑀凡, 邱俐瑜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85-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地理. 第一冊(1

上)/張建維, 劉昌武, 歐秋坊編寫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

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177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地理. 第二冊(1

下)/尹詩惠, 吳彥明, 莊惠如編寫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

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180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地理. 第三冊(2

上)/張伯鋒, 黃兆毅, 蘇怡如編寫 .-- 

初版二刷  .-- 新北市 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83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地理. 第五冊(3

上)/尹詩惠, 張伯鋒, 黃兆毅, 蘇怡如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89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地理. 第六冊(3

下)/邱慧娟, 莊惠如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92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地理. 第四冊(2

下)/林圻川, 涂世達, 陳嘉旻編寫 .-- 

初版二刷  .-- 新北市 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86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歷史. 第一冊(1

上)/李宜真, 徐靜欣, 陳威廷, 楊惠如, 

劉慧蘭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8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78-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歷史. 第二冊(1

下)/徐靜欣, 楊惠如, 劉慧蘭編寫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

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181-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歷史. 第三冊(2

上)/胡川安, 涂豐恩, 徐靜欣, 楊惠如

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08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84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歷史. 第五冊(3

上)/徐靜欣, 劉慧蘭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90-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歷史. 第六冊(3

下)/徐靜欣, 劉慧蘭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93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社會習作: 歷史. 第四冊(2

下)/涂豐恩, 徐靜欣, 劉慧蘭, 羅皓星

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2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87-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. 第一冊(1 上)/胡信忠, 

洪瑞甫, 簡良諭, 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

靖岳, 楊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35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27-3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. 第二冊(1 下)/胡信忠, 

洪瑞甫, 簡良諭, 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

靖岳, 楊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43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28-0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. 第三冊(2 上)/胡信忠, 

洪瑞甫, 簡良諭, 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

靖岳, 楊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07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29-

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. 第五冊(3 上)/胡信忠, 

洪瑞甫, 簡良諭, 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

靖岳, 楊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43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31-0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. 第六冊(3 下)/胡信忠, 

洪瑞甫, 簡良諭, 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

靖岳, 楊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53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32-7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. 第四冊(2 下)/胡信忠, 

洪瑞甫, 簡良諭, 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

靖岳, 楊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初版二

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31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30-

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生活科技教師手冊. 3

下/江天瑋, 林欣儒, 林德圭, 吳佩珊, 

陳立庭, 蔡勝安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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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南一, 11102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30-755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活動紀錄簿. 3 下/江天

瑋, 林欣儒, 林德圭, 吳佩珊, 陳立庭, 

蔡勝安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

1110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37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生活科技. 第一

冊(1 上)/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靖岳, 楊

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08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133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生活科技. 第二

冊(1 下)/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靖岳, 楊

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134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生活科技. 第三

冊(2 上)/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靖岳, 楊

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35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生活科技. 第五

冊(3 上)/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靖岳, 楊

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137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生活科技. 第六

冊(3 下)/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靖岳, 楊

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6-138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生活科技. 第四

冊(2 下)/丁子宴, 尤丁玫, 高靖岳, 楊

雅茹, 蔡依帆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36-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資訊科技. 第一

冊(1 上)/胡信忠, 洪瑞甫, 簡良諭編

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63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資訊科技. 第二

冊(1 下)/胡信忠, 洪瑞甫, 簡良諭編

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64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資訊科技. 第三

冊(2 上)/胡信忠, 洪瑞甫, 簡良諭編

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65-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資訊科技. 第五

冊(3 上)/胡信忠, 洪瑞甫, 簡良諭編
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67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資訊科技. 第六

冊(3 下)/胡信忠, 洪瑞甫, 簡良諭編
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68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習作: 資訊科技. 第四

冊(2 下)/胡信忠, 洪瑞甫, 簡良諭編

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66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資訊科技教師手冊. 3

下(第六冊)/江天瑋, 林欣儒, 林德圭, 

吳佩珊, 陳立庭, 蔡勝安編撰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2 .-- 17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36-3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科技課本. 3 下(第六冊)/江

天瑋, 林欣儒, 林德圭, 吳佩珊, 陳立

庭, 蔡勝安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南一, 11102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735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. 第一冊(1 上)/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7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94-

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. 第二冊(1 下)/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95-

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. 第三冊(2 上)/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0908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96-

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. 第五冊(3 上)/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5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98-

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. 第六冊(3 下)/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2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99-

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. 第四冊(2 下)/ .-- 初版

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

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197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習作. 第一冊(1 上)/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200-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習作. 第二冊(1 下)/ .-- 

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201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習作. 第三冊(2 上)/ .-- 

初版二刷  .-- 新北市 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02-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習作. 第五冊(3 上)/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

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204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習作. 第六冊(3 下)/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

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205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英語習作. 第四冊(2 下)/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2 .-- 

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203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. 第一冊(1 上)/侯雪櫻, 

陳玉芳, 許文姿, 曾家麒, 黃美瑤, 鄒

依霖, 楊君儀, 白淑甄, 吳美珠, 宋孔

弘, 沈素妙, 林國鈿, 張耿聞, 黃俐菱, 

劉怡君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8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51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. 第二冊(1 下)/侯雪櫻, 

陳玉芳, 許文姿, 曾家麒, 黃美瑤, 鄒

依霖, 楊君儀, 吳美珠, 林國鈿, 柯潔

茹, 張耿聞, 黃俐菱, 黃國書編寫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0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52-

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. 第三冊(2 上)/侯雪櫻, 

陳玉芳, 許文姿, 曾家麒, 黃美瑤, 鄒

依霖, 楊君儀, 林暘斌, 林嘉萍, 吳美

珠, 沈信宏, 沈素妙, 林正隆, 黃怡凱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0908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53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. 第五冊(3 上)/侯雪櫻, 

陳玉芳, 許文姿, 曾家麒, 黃美瑤, 鄒

依霖, 楊君儀, 林暘斌, 林嘉萍, 白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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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, 吳美珠, 沈信宏, 林羿汝, 林國鈿, 

黃小宜, 黃國書, 劉錦燕編寫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8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55-

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. 第六冊(3 下)/侯雪櫻, 

陳玉芳, 許文姿, 曾家麒, 黃美瑤, 鄒

依霖, 楊君儀, 林暘斌, 林嘉萍, 吳美

珠, 林國鈿, 黃國書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56-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. 第四冊(2 下)/侯雪櫻, 

陳玉芳, 許文姿, 曾家麒, 黃美瑤, 鄒

依霖, 楊君儀, 林暘斌, 林嘉萍, 吳美

珠, 沈信宏, 林正隆, 林羿汝, 林國鈿, 

黃小宜, 劉錦燕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2 .-- 2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54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習作. 第一冊(1 上)/白

淑甄, 吳美珠, 宋孔弘, 林國鈿, 張耿

聞, 曾家麒, 黃俐菱, 劉怡君, 葉彝丞

(葉曄)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8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57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習作. 第二冊(1 下)/吳

美珠, 張耿聞, 曾家麒, 黃俐菱, 黃國

書, 葉彝丞(葉曄)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8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58-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習作. 第三冊(2 上)/吳

美珠, 沈信宏, 沈素妙, 林正隆, 曾家

麒, 黃怡凱, 黃書婷, 葉彝丞(葉曄)編
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0908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59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習作. 第五冊(3 上)/白

淑甄, 吳美珠, 沈信宏, 林羿汝, 林國

鈿,曾家麒, 黃小宜, 黃書婷, 黃國書, 

劉錦燕, 葉彝丞(葉曄)編寫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8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61-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習作. 第六冊(3 下)/吳

美珠, 林國鈿, 林豐藝, 曾家麒, 黃書

婷, 黃國書, 葉博榮(葉思), 葉彝丞(葉

曄)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102 .-- 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62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國文習作. 第四冊(2 下)/吳

美珠, 林正隆, 林羿汝, 林國鈿, 曾家

麒, 黃小宜, 黃書婷, 劉錦燕, 葉彝丞

(葉曄)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2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60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. 第一冊(1 上)/

黃香萍, 黃谷臣, 陳厚諭, 林淑惠, 黃

智勇, 謝芳怡, 邱得全, 蕭玉琴, 高嬅, 

江麗玉, 沈淑貞, 蔡政杰, 王君豪, 夏

語婷, 朱元珊, 蔡宜螢編寫 .-- 再版 .-- 

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0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21-1 (平

裝) 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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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22-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. 第三冊(2 上)/

黃香萍, 林淑惠, 黃谷臣, 邱得全, 李

欣靜, 高嬅, 梁嘉音, 陳柏蓉, 楊裕隆, 

張瓊恩, 蔡政杰, 高薏亭, 馮嘉玉, 郭

芃彣, 楊淑苓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0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23-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. 第五冊(3 上)/

柯佳伶, 丁翠苓, 楊佳琇, 程峻, 陳柏

蓉, 梁嘉音, 邱得全, 黃欽永, 高嬅, 邱

寵萱, 鄭庭雨, 劉芸函, 郭思妘編寫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

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

125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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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26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. 第四冊(2 下)/

陳厚諭, 黃國恩, 黃智勇, 陳俊民, 郭

昇, 吳念芝, 陳柏蓉, 邱得全, 高嬅, 梁

嘉音, 謝芳怡, 邱寵萱, 劉芸函, 馮嘉

玉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2 .-- 2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24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綜合活動. 第一冊(1 上)/游

璧僑, 林昭妤, 李若維, 蔡月美, 王德

琳, 温秭翊, 徐芳瑩, 王思惠, 盧奕利, 

吳姿瑩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8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15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綜合活動. 第二冊(1 下)/游

璧僑, 林昭妤, 廖奕璿, 范郁如, 胡國

欣, 徐芳瑩, 王德琳, 陳筱婷, 吳姿瑩, 

李昭慧, 盧奕利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16-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綜合活動. 第三冊(2 上)/陳

麗敏, 蔡月美, 林昭妤, 游璧僑, 范郁

如, 温秭翊, 陳筱婷, 李昭慧, 吳姿瑩

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
教, 11008 .-- 1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117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綜合活動. 第五冊(3 上)/陳

麗敏, 李光正, 李若維, 游璧僑, 王莉

婷, 温秭翊, 王思惠, 王怡雯編寫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13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19-

8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綜合活動. 第六冊(3 下)/蔡

月美, 廖奕璿, 林昭妤, 游璧僑, 范郁

如, 王莉婷, 徐敬容, 吳姿瑩, 方嘉珩
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20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綜合活動. 第四冊(2 下)/林

昭妤, 李若維, 廖奕璿, 范郁如, 方嘉

珩, 王怡雯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14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18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. 第一冊(1 上)/朱峻賢, 

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琮編

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06-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. 第二冊(1 下)/朱峻賢, 

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琮編

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07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. 第三冊(2 上)/朱峻賢, 

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琮編

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08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. 第五冊(3 上)/朱峻賢, 

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琮編

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008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10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. 第六冊(3 下)/朱峻賢, 

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琮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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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 , 

11102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11-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. 第四冊(2 下)/朱峻賢, 

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琮編

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09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習作. 第一冊(1 上)/朱

峻賢, 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

琮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12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習作. 第二冊(1 下)/朱

峻賢, 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

琮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13-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習作. 第三冊(2 上)/朱

峻賢, 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

琮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008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214-0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習作. 第五冊(3 上)/朱

峻賢, 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

琮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08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16-4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習作. 第六冊(3 下)/朱

峻賢, 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

琮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17-1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數學習作. 第四冊(2 下)/朱

峻賢, 馬榮喜, 陳世易, 莊豐兆, 顏德

琮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康軒

文教, 11102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6-215-7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藝術. 第一冊(1 上)/許珮恩, 

黎曉鵑, 張素卿, 蔡沛容, 林奕瑄, 張

哲榕, 林韻, 劉岱姈, 林育誼, 劉慧豐, 

許恕寧, 詹竹莘, 施芳婷編寫 .-- 再
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09-

9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藝術. 第二冊(1 下)/蘇郁涵, 

余采樺, 林奕瑄, 陳奕秀, 劉岱姈, 劉

姵希, 卓子文, 詹雅琇, 陳信楓, 梁津

津編寫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1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6-110-5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藝術. 第三冊(2 上)/黎曉鵑, 

陳一心, 林佳玫, 高卉羚, 劉姵希, 林

奕瑄, 李盈萱, 陳信楓, 詹雅琇, 詹竹

莘, 施芳婷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

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5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11-2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藝術. 第五冊(3 上)/黎曉鵑, 

余采樺, 張素卿, 許珮恩, 高卉羚, 李

盈萱, 劉岱姈, 葉香妤, 劉慧豐, 卓子

文, 梁津津, 許恕寧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008 .-- 25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13-6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藝術. 第六冊(3 下)/林佳玫, 

黎曉鵑, 潘玟箮, 蘇郁涵, 孔仁欣, 林

奕瑄, 蔡瑜瀅, 劉姵希, 詹竹莘, 詹雅

琇, 陳信楓, 施芳婷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114-3 (平裝)  

國民中學藝術. 第四冊(2 下)/陳旻君, 

余采樺, 陳一心, 林韻, 劉岱姈, 余庭

君, 黃光慈, 許恕寧, 卓子文, 劉慧豐, 

梁津津編寫 .-- 初版二刷 .-- 新北市 : 

康軒文教, 111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6-112-9 (平裝)  

現代自動變速箱/賴瑞海編著 .-- 三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2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75-

2 (平裝) NT$368  

現代汽車新科技裝置/黃靖雄, 賴瑞

海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12 .-- 4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8-024-3 (平裝)  

*移民政策與法規(含概要). 111 版/宮

井鳴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0 .-- 9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34-7 (平裝) NT$680  

國考申論高分寫作/王爵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
位出版, 1101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8-06-8 ( 平 裝 ) 

NT$4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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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邱彥均, 黃淳亮, 趙芳

玉, 邱昌其, 林錫恩, 范熾文, 劉國兆, 

鄭來長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59-0 (PDF)  

專利師歷屆試題詳解(含生物技術)/

郭熙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
化, 11012 .-- 4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900-3 (平裝) NT$500  

康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62-

1 (平裝)  

康版 i 學習. 數學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61-4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科學(教師用). 

3 下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

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75-1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科學. 3 下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

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276-8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3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37-9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3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38-

6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3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35-5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21-8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3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36-

2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22-

5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1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13-3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3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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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48-5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1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14-

0 (平裝)  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3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49-

2 (平裝)  

這是一本刑法選擇題/周易編著 .-- 七
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12 .-

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

296-0 (平裝) NT$450  

設計群專業(一)30 天輕鬆破關/鄭竹

涵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
資訊, 11012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90-12-1 (平裝)  

統計學/程大器編著 .-- 16 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47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68-6 (上冊:

平裝) NT$600  

教師資格考、教師甄試: 最新常用字

形字音彙編. 111 版/羅林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432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54-5 (平

裝) NT$460  

教師資格考、教師甄試國中專業國

文. 111 版/羅林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
數位出版, 11012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3-053-8 ( 平 裝 ) 

NT$500  

教師甄試: 知識圖解-諮商輔導(含矯

正輔導)申論題解題書. 111 版/蕭逸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

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68-2 (平裝) NT$500  

教師甄試台灣文學史新編. 111 版/羅

林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2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55-2 (平裝) NT$520  

健康社會行為學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

宸嫚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
化, 11012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914-0 (平裝) NT$450  

偏最小平方法的結構方程模型(PLS-

SEM): 應用 SmartPLS/張紹勳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01-6 (PDF)  

速解公共管理: 速讀、分析與理解/

趙忠傑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
文化, 11012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916-4 (平裝) NT$550  

商業會計法/施敏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384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75-4 (平裝) 

NT$500  
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3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66-0 (平裝)  

國語作業簿. 3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67-7 (平

裝)  

國際經濟學(概要)/蔡經緯編著 .-- 七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76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77-

8 (平裝) NT$680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 

2/曾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10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05-6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. 2/曾芯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

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506-3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 

2/柯晏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10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522-3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 

6/柯晏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2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43-1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. 2/柯晏淩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10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21-6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. 6/柯晏淩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42-4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 

6/蔡豐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39-4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. 6/蔡豐謙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2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40-0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(教師用). 2/林

佳芳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12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8-911-4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 . 2/林佳芳主

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12 .-- 

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

912-1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(教師用). 2/宋

裕審訂; 劉文裕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501-8 (平裝)  

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. 2/宋裕審訂; 

劉文裕修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101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02-5 (平裝)  

教學式聽力特快車(教師用). 2/田超

英, 林佳芳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

佳音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48-917-6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教學式聽力特快車. 2/田超英, 林佳

芳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 : 佳音 , 

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8-918-3 (平裝)  

國營事業考試 電子學(含概要)/徐梁

棟編 .-- 十二版 .-- 臺北市  : 鼎文 , 

11012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42-53-3 (平裝)  

國營事業考試電路學/曾昱誠編 .-- 八
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5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47-2 (平

裝)  

郵政三法(大意)X 郵件處理規則: 內、

外勤適用/林敏玄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464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38-

5 (平裝) NT$550  

郵政三法(大意)x 郵件處理規則題庫

Q&A. 111 版: 內、外勤適用/林敏玄

編著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11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64-4 (平裝) NT$550  

*就是行政學(測驗題庫)/程明編著 .-- 

六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11 .-- 9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39-2 (平裝) NT$750  

郵政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(專業職

(二 )內勤 )共同+專業(105-110 年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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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)/Alice, Jacob Wu, 李華, 林聰, 查利, 

陳理, 張承, 張逸, 楊華, 紫彤, 鄭瑋, 羅

恩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7-016-9 (PDF)  

郵政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(專業職

(二 )外勤 )共同+專業(105-110 年試

題)(測驗題型)/ 李華, 林聰, 高贏, 陳

理, 張承, 楊華, 紫彤, 蔡邑, 鄭瑋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7-019-0 (PDF)  

郵政考試試題大補帖(專業職(二)內

勤)共同+專業. (105-110 年試題)/Alice, 

Jacob Wu, 李華, 林聰, 查利, 陳理, 張

承, 張逸, 楊華, 紫彤, 鄭瑋, 羅恩編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 , 

11012 .-- 2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7-013-8 (平裝) NT$350  

*郵政考試試題大補帖(專業職(二)外

勤)共同+專業. 2022(105-110 年試題)/

李華, 林聰, 高贏, 陳理, 張承, 楊華, 紫

彤, 蔡邑, 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, 11012 .-- 216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14-5 (平裝) 

NT$300  

就是這本民事訴訟法體系+解題書/

薏偉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

位文化, 11012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64-295-3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菁英數學 500: 高中全國科學班 X 數

資班試題彙編/趙文川, 黃加欣, 賴維

平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南 一 , 

11012 .-- 3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58-5 (平裝)  

菁英數學 500: 高中全國科學班 X 數

資班試題彙編(教師用書)/趙文川, 黃

加欣 , 賴維平著 .-- 臺南市  : 南一 , 

11012 .-- 3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57-8 (平裝)  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
挖哇. 國文. 2/林聆慈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1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65-3 (平裝)  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
挖哇. 數學. 2/董展宏, 柯智元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24-

7 (平裝)  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
挖哇. 歷史. 2/陳秀珍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88 面; 27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83-7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2/

林佳芳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12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8-914-5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. 2/林佳芳主

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12 .-- 

2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8-

913-8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2/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2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94-

3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. 2/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2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95-0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2/

陳震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101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03-2 (平裝)  

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. 2/陳震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

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504-9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習攻略習

作. 二/陳凱琳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17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54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

領域體育授課指引. 第六冊/尤聰銘, 

王鍵銓, 余春盛, 林侑瑋, 柯玉貞, 陳

仲立, 許銘雄, 曾月如, 楊仁豪, 謝孟

媚, 蘇彥仁編著委員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泰宇, 11012 .-- 152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27-68-4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. 第二冊/蘇文

賢, 鄭旭倫等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11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49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隨身讀. 第

二冊/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

- 1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

445-3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. 第二冊/

王靖賢等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

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3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46-0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選修歷史. II/林

秋均, 劉芳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25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53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探究與

實作冒險攻略. III/三民公民編輯小

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
圖書, 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52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

學習寶典. 2/鄭雅文, 莊郁麟, 紀智閔, 

鍾明珊, 陳沐恩, 廖經庭, 史曜菖編

著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519-3 (平裝) NT$160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
高中英文 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

自學寶典. 2/黃慧姬, 陳美華, 林麗慧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58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
高中英文習作. 2/徐瑋婕, 陳薰磬, 盧

冠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55-4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
高中英文單字片語手冊 . 2= English 

reader/陳純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1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56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
高中英文閱讀測驗 All Star. 2/陳宏維, 

陳毅雄, 劉哲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57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閱讀題本. 

2/江鑀萍, 蔡秉修, 簡敏如, 廖經庭, 史

曜菖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10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20-9 (平裝) NT$115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公民與社

會. III, 探究與實作/王湘琳, 楊博安, 

劉彥甫, 駱雯羚, 羅巧書, 羅婷, 三民

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, 11012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4-7341-3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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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. 下

/游森棚, 林延輯, 柯建彰, 洪士薰, 洪

育祥, 張宮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13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98-1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教

師手冊. 下/林信安, 徐健策, 蘇俊鴻, 

吳孝仁, 許為明, 陳冠宏編撰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31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33-2 (平

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. 下

/游森棚, 林延輯, 柯建彰, 洪士薰, 洪

育祥, 張宮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84-4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公民與社會

教學講義(乙版). 2/李芳媛, 胡湘珍, 

林蒤奈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

文化, 11011 .-- 17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213-6 (平裝) NT$275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選修數學乙

教學講義. 下/黃森山, 陳清風, 董涵冬, 

方璞政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

文化, 11011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214-3 (平裝) NT$250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選修數學甲

教學講義. 下/黃森山, 陳清風, 董涵冬, 

方璞政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

文化, 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218-1 (平裝) NT$275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選修歷史教

學講義. II, 科技、環境與藝術的歷史

/張睿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
化, 11011 .-- 1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9-220-4 (平裝) NT$250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數學乙課本. 下

/林信安, 徐健策, 蘇俊鴻, 吳孝仁, 許

為明, 陳冠宏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0-729-5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數學甲課本. 下

/林信安, 徐健策, 蘇俊鴻, 吳孝仁, 許

為明, 陳冠宏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南一, 1101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0-731-8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歷史. II, 科技、

環境與藝術的歷史/王偲宇, 吳政憲, 

李淑卿, 侯嘉星, 曾恕梅, 黃惠玟, 蕭

瓊瑞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

11012 .-- 1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0-754-7 (平裝)  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歷史.II, 教師手

冊/王偲宇, 吳政憲, 李淑卿, 侯嘉星, 

曾恕梅, 黃惠玟, 蕭瓊瑞編撰委員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86-530-756-1 (全套:平裝)  

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/中

華財政學會編 .-- 修訂十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中華財政學會, 11011 .-- 235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25-7-3 (平

裝) NT$250  

單晶片微電腦 8051/8951 原理與應用

/蔡朝洋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82-0 (PDF)  

進會考. 國文(翰版). 國中二下/何昀

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 : 奇鼎 , 

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9-16-9 (平裝) NT$180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分裝平

分不一樣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18-

7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巧思巧

解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3-1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立體裝

嵌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2-4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豆豆圓

舞曲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3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16-3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放大的

藝術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5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1-7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建構模

型找規律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4-

8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宴客的

心思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4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0-0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挪移的

旋律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5-5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推理數

獨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14-9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揭開骰

子的面紗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4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19-

4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遊樂園

的難題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4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6-2 (平

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圖形魔

力在角度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7-

9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數感小

尖兵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44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15-6 (平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總是意

猶未盡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1 .-- 4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17-0 (平

裝)  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魔術魔

數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

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5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28-6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數位邏輯設計決戰

20 回/蕭文章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, 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66-2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A 決戰 45 回/

巫曉芸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
大圖書, 11101 .-- 27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3-381-5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B 決戰 45 回/巫

曉芸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
圖書, 11012 .-- 2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23-382-2 (平裝)  

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B 模擬與歷屆

試題/巫曉芸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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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科大圖書, 11102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23-383-9 (平裝)  

電工(機)機械. 111 版/楊柏, 鄭奇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

- 6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

059-0 (平裝) NT$660  

新大滿貫複習講義.物理(教師用). 下

/陳世清, 鄭光泓, 顏銘裕, 陳禹潔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47-9 (平裝)  

新大滿貫複習講義.物理. 下/陳世清, 

鄭光泓, 顏銘裕, 陳禹潔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320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45-5 (平

裝)  

新日檢單字大補帖: JLPT N4-N5 單字

全收錄/濱川真由美作 .-- 臺北市 : 我

視整合傳播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684-45-7 (PDF)  

微生物與免疫學歷屆試題詳解(110-

96 年)/郭熙編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點文化, 11012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9-904-1 ( 平 裝 ) 

NT$450  

搞定國文(作文)/尹宸編著 .-- 七版 .-- 

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5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91-4 (平

裝) NT$520  

新時代丙級國貿業務學術科研讀範

本/先優工作室, 謝沄芸編著 .-- 第 12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11 .-- 

4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

375-4 (平裝)  

新時代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

術科通關寶典: 使用 Inventor/林進宏, 

王振宇, 王崇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台科大圖書, 11012 .-- 60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79-2 (平裝)  

資料庫應用/向宏編著 .-- 21 版 .-- 臺
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688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11-9 (平裝) 

NT$680  

新無敵自修. 自然. 6/何錫霖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1 .-- 28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64-

6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社會. 2/吳承泰, 劉鎮銘, 

于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101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93-6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社會. 6/吳承泰, 劉鎮銘, 

于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79-0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英語. 2/田超英, 林佳芳

主 編  .-- 再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佳 音 , 

11012 .-- 3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8-919-0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國文. 2/翰林國文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101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18-6 (平裝)  

新無敵自修. 數學. 2/林錦榮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38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75-

2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 

2/王佳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10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515-5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 

6/王佳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80-6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. 2/王佳

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10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16-2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. 6/王佳

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81-3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 

2/林鏡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10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513-1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 

6/林鏡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林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69-1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. 2/林鏡

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10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14-8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地理. 6/林鏡

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70-7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 

6/方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51-6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. 6/方嘉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翰 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52-3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英語(教師用). 2/林

佳芳, 田超英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

佳音, 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48-916-9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英語. 2/林佳芳, 田

超英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

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48-915-2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(教師用). 2/陳

怡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25-4 (平裝)  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國文. 2/陳怡靜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

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526-1 (平裝)  

微積分/蔡明耀作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

書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14-87-7 (PDF) NT$1600  

微積分考前總攻略/劉明昌編著 .-- 六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64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12-

6 (平裝) NT$650  

新講義. 自然. 6/林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15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58-1 (平裝)  

新講義 . 數學 . 2/袁盛隆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21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11-6 (平

裝) NT$280  

新講義 . 數學 . 6/袁盛隆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17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57-4 (平

裝)  

新韓檢 TOPIK 必備單字 3,000/邱敏

瑤作  .-- 臺北市  : 我視整合傳播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84-46-4 (PDF)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(適南版). 

2/Lucy Sun, Alex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80 面; 26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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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16-1 (平裝) 

NT$140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(適南版). 

6/Rita Hsu, Lynn.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71-0 (平裝)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(適康版). 

2/Rita Hsu, Lucy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8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14-7 (平裝) 

NT$140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(適康版). 

6/Rita Hsu, Alex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70-3 (平裝)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(適翰版). 

2/Rita Hsu, Luc y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8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15-4 (平裝) 

NT$140  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(適翰版). 

6/Rita Hsu, Lucy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72-7 (平裝)  

試題篇 . 數學(適康版). 2/林永祥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13-0 (平裝) NT$150  

試題篇. 數學(適康版). 6/郭熙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8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73-4 (平

裝)  

試題篇. 數學(適翰版). 2/劉甫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8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12-3 (平

裝) NT$150  

試題篇 . 數學(適翰版). 6/簡啟祐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74-1 (平裝)  

銀行法/陳晟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44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71-2 (平

裝) NT$550  

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

題庫/中華財政學會編 .-- 修訂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中華財政學會, 11011 .-- 

211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825-3-5 (平裝) NT$250  

精準制高中學測英文四合一測驗/張

勝溢編著  .-- 新北市  : 建興文化 , 

111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24-405-0 (平裝) NT$280  

精準制高中學測國文總複習/嚴月霞

編著 .-- 新北市 : 建興文化, 11011 .-- 

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4-

404-3 (平裝) NT$380  

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物理複習講義/

廖大淵, 許華芬編著 .-- 新北市 : 建興

文化, 1101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24-403-6 (平裝) NT$300  

圖解素養導向教學原理與設計/周新

富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21-4 (PDF)  

廖毅老師開講: 民法總則: 訣/廖毅編

著  .-- 六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新 保 成 , 

11011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1-823-5 (平裝) NT$4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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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58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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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63-7 (PDF)  

數位科技概論及應用 30 天輕鬆破關

/李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
考資訊, 11011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90-02-2 (平裝)  

數位視覺與設計足跡/蔡奇睿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14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22-

9 (平裝)  

賞味.作文/金庸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臺
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496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46-0 (平

裝) NT$560  

標竿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: 主

題 討 論 . A/B 冊 = Vocabulary 2000: 

questions for discussion/ 賴 素 如 , Ian 

Crewa, Tim Heebner, Cindy Koch 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標竿出版社, 

11010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98-4-3 (平裝) NT$200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電子學(含實

習)總複習講義/楊盛松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11 .-- 8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80-6 (平裝)  

練習試題-升科大四技: 電工機械(含

實習)總複習講義/劉啓欣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11 .-- 32 面; 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82-0 (平

裝)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南版). 國文. 

1/陳靜宜, 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16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71-3 (平裝) 

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南版). 國文. 

3/陳靜宜, 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- 168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72-0 (平裝) 

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南版). 數學. 

1/張永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08-8 (平裝) NT$22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康版). 英語. 

1/蔡依凡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1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30-006-4 (平裝) NT$25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康版). 國文. 

1/陳靜宜, 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73-7 (平裝) 

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康版). 國文. 

3/陳靜宜, 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74-4 (平裝) 

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康版). 數學. 

1/張永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09-5 (平裝) NT$22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翰版). 英語. 

1/蔡安婕, Eagle Lee, 連子宜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13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07-1 (平裝) 

NT$25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翰版). 國文. 

1/陳靜宜, 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168 面;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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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80-5 (平裝) 

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翰版). 國文. 

3/陳靜宜, 黃淮宥, 蔡涵淳編著 .-- 臺

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2-81-2 (平裝) 

NT$240  
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翰版). 數學. 

1/張永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10-1 (平裝) NT$22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英語. 3/黃慧婷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04-

0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英語. 5/黃慧婷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05-

7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國文. 5/陳元貞, 

廖祥閔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

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2-75-1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國文. 5/曹子靖, 

林昆明, 李志偉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

興業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2-79-9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公民. 1/楊欣龍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15-6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地理. 1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18-

7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自然. 1/楊雲錚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12-5 (平裝) NT$16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英語. 1/黃慧婷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03-3 (平裝) NT$15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歷史. 1/楊書濠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21-7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康版). 公民. 1/楊欣龍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16-3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康版). 地理. 1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19-

4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康版). 自然. 1/楊雲錚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13-2 (平裝) NT$160  

課堂輕鬆學(適康版). 歷史. 1/楊書濠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22-4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翰版). 公民. 1/楊欣龍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17-0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翰版). 地理. 1/郭易編
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20-

0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適翰版). 自然. 1/楊雲錚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14-9 (平裝) NT$160  

課堂輕鬆學(適翰版). 歷史. 1/楊書濠
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1 .-- 

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

023-1 (平裝) NT$130  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國文. 5/李志偉, 

梁欣凱, 鄭欣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

業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2-82-9 (平裝) NT$150  

數學-學測歷屆試題本/全華工作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8-015-1 (平裝)  
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3 下/翰林作者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翰林 , 

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527-8 (平裝)  

數學作業簿. 3 下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28-5 (平

裝)  

選我正解!國際私法選擇題/林毅編

著  .-- 二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新 學 林 , 

1101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6-154-2 (平裝) NT$420  

憲法/李由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

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64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16-9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(教師用). 

6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甲文教 , 

11012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12-6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56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11-

9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(教師用). 

2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甲文教 , 

11101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33-1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34-

8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(教師用). 

2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甲文教 , 

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31-7 (平裝)  

翰版 i 練數學類題熟練本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8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32-

4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公民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7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67-

6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公民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25-

6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公民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68-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公民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5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26-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56

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30-

0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英語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64 面; 3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29-4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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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71-

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國文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10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72-0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42-

3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數學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41-6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8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69-

0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5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27-

0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. 2/ .-- 臺南市 : 鼎甲

文教, 1110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9-270-6 (平裝)  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5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28-7 (平裝)  
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

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207-2 (平裝)  
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08-9 (平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3 下(乙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11-7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3 下(甲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6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09-4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6 下(乙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71-4 (平

裝)  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6 下(甲本)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72-1 (平

裝)  
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266-9 (平裝)  
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8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65-2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6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19-

5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. 6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20-1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2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16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73-

7 (平裝)  

翰版良師國文講義. 2/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17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74-4 (平裝)  

翰林版無敵自修. 高中國文. 2/陳智

弘, 陳春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翰林, 11012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2-487-5 (平裝)  

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- 

再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

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243-0 (平裝)  

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再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6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44-7 (平裝)  

憲法測驗題好好考/嶺律師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1 .-- 45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883-

9 (平裝)  
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

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204-1 (平裝)  
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1 .-- 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03-4 (平裝)  
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

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

206-5 (平裝)  

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40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05-8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3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39-3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3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1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40-

9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3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23-2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6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09-6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3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24-

9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6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10-

2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3 下

/ .-- 初版  .-- 臺南市  : 鼎 甲文 教 , 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9-246-1 (平裝)  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3 下/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47-

8 (平裝)  

選修數學. 甲. 下冊, 教師手冊/林信安, 

徐健策, 蘇俊鴻, 吳孝仁, 許為明, 陳

冠宏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
一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

734-9 (全套:平裝)  

學習作業. 公民科(康)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奇鼎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9-17-6 (平裝)  

學習作業. 公民科(翰)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奇鼎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9-19-0 (平裝)  

學習作業. 地理科(翰)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奇鼎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9-18-3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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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作業. 歷史科(康)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奇鼎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9-22-0 (平裝)  

學習作業. 歷史科(翰). 4/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奇鼎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9-15-2 (平裝)  

機率與統計推論學習要訣/劉明昌編
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 , 

11011 .-- 7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884-6 (平裝) NT$750  

機械製圖實習 30 天輕鬆破關/陳傑, 

張量, 王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32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13-8 (平裝)  

隨堂講義-高職數學 A. 第四冊/林鴻

鳴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1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03-976-9 (平裝)  

壓克力流動畫= Fluid acrylic painting/

簡俊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

1101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27-69-1 (平裝) NT$63  

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

題型題庫/中華財政學會編 .-- 修訂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財政學會, 11011 .-

- 21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825-5-9 (平裝) NT$250  

環境與職業衛生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

宸嫚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
化, 11012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69-906-5 (平裝) NT$480  

環境衛生學/魯葦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352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43-

9 (平裝) NT$400  

雙向溝通. 自然(適南版). 2/楊鈺雲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45-1 (平裝) NT$230  

雙向溝通. 自然(適南版). 6/房角石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68-0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 . 自然(適康版). 2/楊錚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44-4 (平裝) NT$230  

雙向溝通 . 自然(適康版). 6/慶隆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67-3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 . 自然(適翰版). 2/陳傑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43-7 (平裝) NT$230  

雙向溝通. 自然(適翰版). 6/李品易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69-7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. 英語(適南版). 2/Lucy Sun, 

Peter Chan, Hugh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14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46-8 (平裝) 

NT$250  

雙 向 溝 通 . 英 語 ( 適 南 版 ). 6/Sean 

Huang, Hugh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118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33-563-5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. 英語(適康版). 2/Alex Chen, 

Lynn 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
安, 11011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539-0 (平裝) NT$250  

雙向溝通. 英語(適康版). 6/Alex Chen, 

Lynn Li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
安, 11011 .-- 11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562-8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. 英語(適翰版). 2/Lucy Sun, 

Peter Chan, Hugh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144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538-3 (平裝) 

NT$250  

雙向溝通. 英語(適翰版). 6/Lucy Sun, 

Hugh Che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金安, 11011 .-- 11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33-587-1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 . 國文(適南版). 2/文冰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37-6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 . 國文(適南版). 6/文冰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2 .-- 

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59-8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. 國文(適康版). 2/周安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36-9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國文(適康版). 6/周安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60-4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. 國文(適翰版). 2/徐芳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35-2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國文(適翰版). 6/徐芳薇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61-1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. 數學(適南版). 2/吳倢臻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42-0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數學(適南版). 6/吳倢臻, 

宋傳威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

1101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33-565-9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. 數學(適康版). 2/李又澄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41-3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. 數學(適康版). 6/林彥瑢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64-2 (平裝)  

雙向溝通 . 數學(適翰版). 2/李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40-6 (平裝) NT$270  

雙向溝通 . 數學(適翰版). 6/李二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11 .-- 

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

566-6 (平裝)  

雙倍雅思: 7+關鍵單字大全集/蔣志

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合傳

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84-48-8 (PDF)  

關於 PISA 的十九種吃法: 提升閱讀

國寫力的關鍵/可齋, 徐孟芳, 郭繐綺, 

黃健綸, 詹欣穎, 詹嘉芸, 廖秀倩, 劉

宸芳, 覺珮瑜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2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44-6 (平裝)  

關務特考關務英文/王文充編 .-- 十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64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48-9 (平

裝)  

藥理學歷屆試題詳解(110-96 年)/郭

熙編著 .-- 4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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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9-902-7 (平裝) NT$420  

警特: 讀好憲法.題庫選擇我/韋伯編
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

11011 .-- 6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37-8 (平裝) NT$580  

警專數學(乙組)/莫非編著 .-- 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53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7-92-

1 (平裝)  

警察法規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
師群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
考資訊, 11011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7-93-8 (平裝)  

警察法規概要/程湘, 墨羲編著 .-- 五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

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7-94-5 (平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英語/Nana Dai 編修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4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49-

3 (平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英語(教師用)/Nana 

Dai 編修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

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2-448-6 (平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數學/孟炤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60 面; 

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54-7 (平

裝)  

贏戰考前 30 天. 數學(教師用)/孟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

16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

453-0 (平裝)  

贏戰會考衝刺模擬題本/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28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92-9 (平裝附

光碟片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國文/

吳兆斌, 鍾幸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77-6 (平裝)  

贏戰試屆盃主題式 12 週講義. 國文

(教師用)/吳兆斌, 鍾幸純編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76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76-9 (平

裝)  

贏戰關鍵 60 天. 物理/陳世清, 顏銘裕, 

鄭光泓, 陳禹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2-446-2 (平裝)  

贏戰關鍵 60 天. 數學甲/殷灝編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328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444-

8 (精裝)  

魔鬼訓練 新托福聽力 120/韋爾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倍斯特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4-0-3 (PDF)  

護理師先鋒: 護理師歷屆試題/[及第

出版社]編輯部著 .-- 九版 .-- 臺中市 : 

及第, 11012 .-- 5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244-6-4 (平裝) NT$500  

*鐵路法/陳晟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
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1 .-- 400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41-5 (平

裝) NT$500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公民與英

文(適用佐級))(99-110 年試題)(測驗

題型)/Jacob Wu, sarah, 周明, 高士奇, 

孫揚, 凱西, 楊華, 蔡邑編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26-8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事務管理

大意(適用佐級))(99-110 年試題)(測

驗題型)/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碩教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7-011-4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法學大意

(適用佐級))(103-110 年試題)(測驗題

型)/廖國宏, 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7-017-6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國文(適

用佐級))(99-110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

林聰, 李華, 紫彤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7-025-1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基本電學

大意(適用佐級))(103-110 年試題)(測

驗題型)/陳澤, 張鼎, 余宏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03-9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電子學大

意(適用佐級))(103-110 年試題)(測驗

題型)/劉強, 鄧茗, 余宏編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23-7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電工機械

大意(適用佐級))(103-110 年試題)(測

驗題型)/陳澤, 孫廷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7-004-6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機械原理

大意(適用佐級))(103-110 年試題)(測

驗題型)/程東, 莊仲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7-020-6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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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)(103-110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莊

伯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7-021-3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鐵路法大

意(適用佐級))(102-110 年試題)(測驗

題型)/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碩教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7-012-1 (PDF)  

鐵路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(鐵路運輸

學 大 意 ( 適 用 佐 級 ))(99-110 年 試

題)(測驗題型)/林彬, 吳亮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09-1 (PDF)  

鐵 路 特 考 試 題 大 補 帖 ( 公 民 與 英

文 )( 適 用 佐 級 ). 2022(99-110 年 試

題)(測驗題型)/Jacob Wu, sarah, 周明, 

高士奇, 孫揚, 凱西, 楊華, 蔡邑編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

- 32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

007-7 (平裝) NT$400  

*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事務管理大

意 ( 適 用 佐 級 )). 2022(99-110 年 試

題)(測驗題型)/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208 面; 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10-7 (平

裝) NT$330  

*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法學大意(適

用佐級)). 2022(103-110 年試題)(測驗

題型)/廖國宏, 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2 .-- 176 面; 24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15-2 (平裝) 

NT$280  

*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國文)(適用佐

級). 2022(99-110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

林聰, 李華, 紫彤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28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06-0 (平裝) 

NT$320  

*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基本電學大

意(適用佐級考試)). 2022(103-11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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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題)/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13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02-

2 (平裝) NT$200  

*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電子學大意

(適用佐級考試)). 2022(103-110 年試

題)/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20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01-5 (平

裝) NT$200  

*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電工機械大

意(適用佐級考試)). 2022(103-110 年

試題)/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10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00-

8 (平裝) NT$200  

*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鐵路法大意

(適用佐級)). 2022(102-110 年試題)(測

驗題型)/鄭瑋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碩教育, 11011 .-- 168 面; 24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7-008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*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(鐵路運輸學

大意(適用佐級)). 2022(99-110 年試

題)(測驗題型)/林彬, 吳亮編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11 .-- 192

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05-

3 (平裝) NT$270  

鐵 路運 輸學 概要 (大 意 )/陳少偉 編

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

11012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90-11-4 (平裝)  

讀好憲法.題庫選擇我/韋伯編著 .-- 

五版  .-- 臺北市  : 志光數位出版 , 

11011 .-- 6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3-036-1 (平裝) NT$580  

觀光行政與法規/吳勉勤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03-971-4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3-972-1 (下

冊:平裝)  

基 礎 肌 動 學 /Paul Jackson Mansfield, 

Donald A. Neumann 原著; 李映琪譯 .-

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3-00-9 (PDF)  

小 動 物 診 斷 超 音 波 . 下 冊 /John S. 

Mattoon, Tomas G.Nyland 原著; 王文

彥, 李東儒, 吳昊翰, 吳叡璇, 林正, 林

則均, 郭育雯, 連培凱, 陳玠帆, 黃則

銘, 劉環華, 劉依靜, 鄭凡竺, 賴昱璋, 

盧大立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愛思唯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14-6-7 (PDF)  

小動物皮膚病學: 彩色圖譜與治療指

引/Keith A. Hnilica, Adam P. Patterson

原著; 王慧如, 施浩榆, 姚芃如, 陳蕙

玟, 郭建均, 黃威翔, 馮郁青, 楊伊平, 

賴昱璋, 羅提芸譯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3-02-3 (PDF)  

貓行為健康/Ilona Rodan, Sarah Heath

原著; 李錚, 施浩榆, 姚芃如, 張盛傑, 

曾弘毅, 賴昱璋譯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

思唯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93-03-0 (PDF)  

兒童讀物 

A day of kid' s life/秧學教育(kidsden)

文; 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秧學教育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95432-0-5 (全套:精裝)  

A special lesson/薛沅庭圖.文 .-- 臺中

市 :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75-3 

(PDF)  

Activity book-write & wipe: all about 

me/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

學齡國際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6-14-5 (平裝)  

Activity book-write & wipe: my busy 

town/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市 : 

學齡國際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6-16-9 (平裝)  

Activity book-write & wipe: ready for 

school/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.-- 臺北

市 : 學齡國際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6-15-2 (平裝)  

BBQ/by John D. Smith; illustrator Kübra 

Teber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12 .-- 40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60-4 (平

裝)  

Bear's adventure/author Madeline 

Gonzalez; illustrator Lydia Chen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101 .-- 22 面; 15X15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55-4 (精裝)  

Big storybook. 1, Skeeter's ssssilly 

shopping trip/written by Scout Creson; 

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 .-- 1st ed. .-- 臺

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20 面; 40X4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15-5 (平裝)  

Big storybook. 2, my mom is the 

coolest/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; 

illustrated by Ma Sin Cheng .-- 1st ed. .-- 

臺北市  : 何嘉仁 , 11101 .-- 20 面 ; 

40X4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16-

2 (平裝)  

Big storybook. 3, the adventures of turbo 

girl/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ed 

by Bern Hsieh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

嘉仁, 11101 .-- 20 面; 40X4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6-17-9 (平裝)  

Big storybook. 4, Wally's journey/written 

by Cindy Liber; illustrated by Red 

Ch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101 .-- 20 面; 40X4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6-18-6 (平裝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遊戲操作本. A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0-9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遊戲操作本. B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1-6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遊戲操作本. C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2-3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遊戲操作本. D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3-0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遊戲操作本. E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4-7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遊戲操作本. F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5-4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認知學習單. A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6-1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認知學習單. B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7-8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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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J 幼兒生活數概認知學習單. C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391-8-5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認知學習單. D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

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1-9-2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認知學習單. F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407-1-6 (PDF)  

Bumblebee readers(big reader). 6/writers 

Cindy Liber, 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

Red Ch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101 .-- 32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6-11-7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s(big reader). 7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Red Chen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32

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12-

4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s(big reader). 8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Red Chen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32

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13-

1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s(mini reader). 5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Explorer 

Studio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101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6-07-0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s(mini reader). 

6/writers Cindy Liber, Sinéad Jackson; 

illustrator Red Ch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

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86-08-7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s(mini reader). 7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Red Chen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3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09-

4 (平裝)  

Bumblebee readers(mini reader). 8/writer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Red Chen .-- 

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3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10-

0 (平裝)  

COVID-19 遠離我; 愛.無法隔離/施怡

臻, 江麥妲琳, 陳念庭, 魏加棋, 侯宜

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歐巴尼基金

會, 11012 .-- 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42-0-5 (平裝)  

Dinner is ready!/秧學教育(kidsden)文; 

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秧

學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29-8-7 ( 精 裝 ) 

NT$220  

Do you like vegetables?/ 秧 學 教 育

(kidsden)文; 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秧學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9-4-9 (精

裝) NT$220  

Dolls not dinosaurs/by Andre Louw; 

illustrator Becky Davies .-- 臺北市 : 敦

煌, 11012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06-959-8 (平裝)  

Dressing up/秧學教育(kidsden)文; 沐

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秧學

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29-2-5 (精裝) NT$220  

FunPark 動物園/智趣王編輯小組編

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智趣王數位科

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2-40-9 (FUNPARK)  

Go for English: school= 全國兒童美語: 

上學去 /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全國文化, 11102 .-- 39

面 ; 24X24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06494-9-9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Good morning/秧學教育 (kidsden)文 ; 

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秧

學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29-0-1 ( 精 裝 ) 

NT$220  

Goodnight Oakley!/秧學教育(kidsden)

文; 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秧學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29-9-4 ( 精 裝 ) 

NT$220  

Hello Kitty 英文兒歌/趙筱文英文主

編; 三麗鷗股份有限公司彩圖繪製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102 .-- 32 面; 

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13-7 (平

裝附光碟片)  

I can read pocket books. 6/author Robert 

Scott Kelly, Catherine Eisele .-- 2nd ed. .-

- 臺北市 : 凱撒琳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506-238-5 (全套:平裝)  

I can wait/秧學教育(kidsden)文; 沐鴒

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秧學教

育, 11012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29-6-3 (精裝) NT$220  

I don't want to take a nap/秧學教育

(kidsden)文; 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秧學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9-5-6 (精

裝) NT$220  

I like taking a bath/秧學教育(kidsden)

文; 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秧學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29-7-0 ( 精 裝 ) 

NT$220  

Invisible love/林宸羽, 簡沁君, 劉禎貞

圖.文 .-- 臺中市 :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

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30-73-9 (PDF)  

Mini storybook. 1, Skeeter's ssssilly 

shopping trip/written by Scout Creson; 

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 .-- 1st ed. .-- 臺

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16 面; 22X22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04-9 (精裝)  

Mini storybook. 2, my mom is the 

coolest/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; 

illustrated by Ma Sin Cheng .-- 1st ed. .-- 

臺北市  : 何嘉仁 , 11101 .-- 16 面 ; 

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14-

8 (精裝)  

Rainbow explorers. 4, activity book for 

children/writer Cindy Liber .-- 1st ed. .-- 

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72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19-3 (平裝)  

Reading house. stater: Tarzan/retold by 

Catherine Eisele; illustrated by Elisa 

Patrissi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12 .-- 40
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57-

4 (精裝 ) .-- ISBN 978-957-606-958-1 

(精裝附光碟片)  

Safari/by John D. Smith; illustrator Lucy 

Semple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12 .-- 4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61-

1 (平裝)  

Super study fun/co-writers Celine Tsai, 

Masina Shi .-- 1st ed, .-- 桃園市 : 富陽

文化, 11011 .-- 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10-0-3 (第 5 冊:精裝)  

The adventures of turbo girl/written by 
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ed by Bern 

Hsieh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

11101 .-- 16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6-05-6 (精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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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mosquito and sam/唐愛里, 莊緻珩, 

許卉岑, 王筱婷圖.文 .-- 臺中市 : 國

立公共資訊圖書館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74-6 (PDF)  

The same/黃靖雯, 李沛潔, 林欣茹, 陳

輿嬿圖.文 .-- 臺中市 : 國立公共資訊

圖書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30-76-0 (PDF)  

TK phonics/writers Jeff Wen, Sarah 

Wang, David Ye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芝蔴數位文教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98753-7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86-98753-8-7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86-98753-9-4 (全套:

平裝)  

Tomorrow I will go to school!/秧學教育

(kidsden)文; 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秧學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9-3-2 (精

裝) NT$220  

Wally's journey/written by Cindy Liber; 

illustrated by Red Chen .-- 1st ed. .-- 臺

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16 面; 22X22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06-3 (精裝)  

Who ate the plastic bag?/陳以薰, 鄭郁

潔圖.文 .-- 臺中市 : 國立公共資訊圖

書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30-77-7 (PDF)  

Yummy yummy breakfast!/ 秧 學 教 育

(kidsden)文; 沐鴒(Mullin)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秧學教育, 11012 .-- 24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9-1-8 (精

裝) NT$220  

十二小守護過新年: 如虎添翼好隊友

/顏志豪文; 黃志民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小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65-3 (PDF)  

十二小守護過新年: 如虎添翼好隊友

/顏志豪文; 黃志民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小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67-7 (EPUB)  

十萬個為什麼/王永慧作 .-- 四版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71-14-4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1120  

人體大遊歷. 4: 晶晶亮眼我神氣!/陳

月文, 方恩真文; 黃志民圖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58-5 (EPUB)  

小忍者聯盟套書: 跟著小忍者學習正

面思考 ,當自己情緒的主人 ,做個高

EQ 的小朋友!/Mary Nhin 文; Jelena 

Stupar 圖; 楊雪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68-2 (全套:平裝) NT$1300  

小狐狸的夢想/吳宜蓁圖.文 .-- 臺中

市 :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71-5 

(HTML)  

小河馬國語ㄅㄆㄇ/全語言教育推廣

小組編輯; 小學堂美術團隊繪圖 .-- 

新北市 : 小學堂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374-0-2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95374-1-9 (第 2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374-2-6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374-5-7 

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374-

3-3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95374-4-0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95374-6-4 (全套:平裝)  

小秘密: 童心自選集/莊舒雯作 .-- 初

版 .-- 新竹縣 : 莊舒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60-6 (PDF)  

口袋神探/凱叔作; 子鵺坊插畫; 韓冰

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 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21-530-

9 (全套:平裝) NT$1800  

小熊兄妹的點子屋. 3, 超愛睏魔咒大

作戰/哲也文; 水腦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5-128-7 (EPUB) 

NT$280  

大樹公公/許玉敏文; 張佑民圖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11 .-

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8-232-7 (平裝)  

小貓頭鷹的新朋友 /黛比 .格里奧里

(Debi Gliori)著 ; 艾莉森 .布朗(Alison 

Brown)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42-9 (PDF)  

巴士火箭自由行: 100 層環遊世界繪

本集/麥克.史密斯(Mike Smith)文.圖; 

侯秋玲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
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43-

57-8 (全套:精裝)  

中小學生正向成長型思維 129 道自

我對話練習 /白蘭迪 .湯普森(Brandy 

Thompson)作; 艾麗莎.娜絲納(Alyssa 

Nassner)繪; 蕭郁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29-0 (PDF)  

中小學生正向成長型思維 129 道自

我對話練習 /白蘭迪 .湯普森(Brandy 

Thompson)作; 艾麗莎.娜絲納(Alyssa 

Nassner)繪; 蕭郁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30-6 (EPUB)  

今天/張梓鈞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52-8 (EPUB)  

今天/張梓鈞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53-5 (PDF)  

文文/嚴培文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嚴培文, 11011 .-- 24 面; 21X2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549-1 ( 精 裝 ) 

NT$380  

今天= Today is the day/張梓鈞文.圖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

- 32 面; 24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751-1 (精裝)  

天方夜譚/楊政和改寫; 陳亭亭繪圖 .-

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53-3 

(EPUB) NT$260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 1-10 全系列/管家琪

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

11012 .-- 約 62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9-28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1050  

中國孩子的故事/洪淑英, 歐世皓, 謝

桂芳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
局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

837-9 (全套:平裝) NT$16000  

太喜歡歷史了!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 

6, 隋唐/知中編委會作 .-- 新北市 : 字

畝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9-20-2 (EPUB) NT$245  

太喜歡歷史了!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 

6, 隋唐/知中編委會作 .-- 新北市 : 字

畝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9-21-9 (PDF) NT$245  

用手指點一點: Hello Kitty 英文兒歌/

趙筱文英文主編; 三麗鷗股份有限公

司彩圖繪製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

11102 .-- 2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1-17-5 (精裝)  

叮叮咚咚音樂會: 聖誕節樂團 /Sam 

Taplin 作; ordan Wray 插圖; 禾流編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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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

11101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3-47-2 (精裝) NT$590  

*白冷滺遊趣/鍾亞伶, 廖幸誼, 彭聿

綾圖文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弘光

科大文創系, 11011 .-- 26 面; 21X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9499-26-2 (精裝)  

四季/許智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林國際, 11012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274-568-7 (精裝)  

幼兒成長教育繪本/編輯部作 .-- 新北

市 : 人類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71-12-0 (全套:精裝)  

台灣生態尋寶趣/許增巧文.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38-11-6 (全套:

精裝) NT$659  

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. 1, 泰雅族、

布農族、鄒族(中英對照)/里慕依.阿

紀, 阿浪.滿拉旺, 巴蘇亞.迪亞卡納故

事採集; 瑁瑁.瑪邵, 陳景生, 阿伐伊.

尤干伐那繪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78-4-9 (PDF)  

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. 2, 阿美族、

卑南族、達悟族(中英對照)/馬耀.基

朗, 林志興, 希南.巴娜妲燕故事採集; 

林順道, 陳建年, 席.傑勒吉藍繪 .-- 臺

北市 : 幸福綠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78-5-6 (PDF)  

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. 3, 魯凱族、

排灣族、賽夏族、邵族(中英對照)/

奧威尼.卡露斯, 亞榮隆.撒可努, 潘秋

榮, 簡史朗故事採集; 伊誕.巴瓦瓦隆, 

見維巴里, 賴英澤, 陳俊傑繪 .-- 臺北

市 : 幸福綠光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78-6-3 (PDF)  

全 心 全 意 愛 著 你 / 珍 . 查 普 曼 (Jane 

Chapman)作; 周婉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54-2 (EPUB)  

全 心 全 意 愛 著 你 / 珍 . 查 普 曼 (Jane 

Chapman)作; 周婉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58-0 (PDF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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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44-6 (EPUB)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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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45-3 (PDF)  

全員出動!捕捉風獸因因呼: 看身懷

絕技的團隊建造台灣第一座離岸風

場/顏樞文; Croter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94-3 (PDF)  

全員出動!捕捉風獸因因呼: 看身懷

絕技的團隊建造台灣第一座離岸風

場/顏樞文; Croter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97-4 (EPUB)  

色彩/劉治琦圖.文 .-- 臺中市 : 國立公

共資訊圖書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30-78-4 (PDF)  

交通工具樂團/Sam Taplin 作; Stefano 

Tognetti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 : 禾流文創 , 11101 .-- 10 面 ; 

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50-

2 (精裝) NT$600  

把水找回來/劉淑慧圖.文 .-- 苗栗縣 : 

苗栗縣環保局, 11011 .-- 24 面; 3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0-04-8 (精裝)  

作文撇步. 2, 220 俏皮話+15 修辭技巧

/周姚萍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67-5 (PDF)  

走出去看看世界/彼得.霍拉賽克(Petr 

Horáček)文.圖; 范媛媛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奧林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9-9-0 (PDF)  

你好,設計!: 日用品的神奇故事/伊莎

貝爾.湯瑪斯(Isabel Thomas)文; 奧荷

莉.吉耶黑(Aurelie Guillerey)圖; 宋珮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 , 

11101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40-417-9 (精裝)  

冷吱吱/皮帕.庫尼克(Pippa Curnick)文.

圖; 黃又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阿

布拉教育文化, 11012 .-- 32 面; 27X27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7-5-8 (精裝) 

NT$320  

我的 STEAM 翻翻書: 加法減法真有

趣/智慧鳥作.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双美生活文創, 11101 .-- 16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50-6 (精裝) 

NT$320  

我的 STEAM 翻翻書: 乘法除法好簡

單/智慧鳥作.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双美生活文創, 11101 .-- 16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51-3 (精裝) 

NT$320  

我的 STEAM 翻翻書: 認識時鐘和時

間/智慧鳥作.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双美生活文創, 11101 .-- 16 面; 29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52-0 (精裝) 

NT$320  

我的牙齒亮晶晶/室井滋作; 長谷川

義史繪; 柯慧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55-9 (EPUB)  

我的牙齒亮晶晶/室井滋作; 長谷川

義史繪; 柯慧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59-7 (PDF)  

我的老師虎姑婆/王文華文; 嚴凱信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33-6 

(PDF) NT$280  

我的老師虎姑婆/王文華文; 嚴凱信
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34-3 

(EPUB) NT$280  

你的每一種樣子,媽媽都喜歡/丁好宣

(정호선)文; 元裕美(원유미)圖; 陳思

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0-59-0 (PDF)  

我的身體祕密知識繪本套書. 2/馬莉

歐娜.托洛薩.斯特雷(Mariona Tolosa 

Sisteré)圖文; 張東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水滴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38-08-6 ( 全 套 : 精 裝 ) 

NT$688  

芒狗狗 咕嚕!豆漿加米漿的大發現!/

楊舒婷, 劉怡聖, 廖翊君文字; 蔡廷竺, 

林筱青繪圖  .-- 臺北市  : 南風吹 , 

11101 .-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37-3-7 (精裝)  

芒狗狗 哇啊!愛玉的神奇變身秘密!/

楊舒婷, 劉怡聖, 廖翊君文字; 蔡廷竺, 

林筱青繪圖  .-- 臺北市  : 南風吹 , 

11101 .-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37-4-4 (精裝)  

芒狗狗 撲通!木瓜的果汁跳水派對!/

楊舒婷, 劉怡聖, 廖翊君文字; 林筱青, 

蔡廷竺繪圖  .-- 臺北市  : 南風吹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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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1 .-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37-5-1 (精裝)  

找到哪聽到哪. 交通篇/North Parade

作; Jayne Schofield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1 .-- 

10 面; 3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

49-6 (精裝) NT$680  

找到哪聽到哪. 動物篇/North Parade

作; Jayne Schofield 插圖; 廖佳儀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1 .-- 

10 面; 3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

48-9 (精裝) NT$680  

我是一個紙箱 /林信吟 , 何旻翰文 .

圖  .-- 新北市  : 點點文創工作室 , 

11012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95-4-1 (精裝)  

你是星星嗎/涂卉, 劉惟善, 卓鈺靜, 陳

君媺, 李敏慈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弘光科大文創系 , 11012 .-- 32 面 ; 
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499-29-

3 (平裝) NT$200  

我是誰?我在哪裡?/許竹君圖.文 .-- 

苗栗縣 : 苗栗縣環保局, 11011 .-- 20

面; 22X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0-

07-9 (精裝)  

我們的世界: 地球的 24 小時/妮可拉.

戴維斯(Nicola Davies)文; 珍妮.戴斯

蒙(Jenni Desmond)圖; 海狗房東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104 .-- 

4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

415-5 (精裝)  

我們的地球/謝逢宴圖.文 .-- 臺中市 : 

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72-2 (HTML)  

巫鳥= pihiq ru qbhniq/Yuri Abaw 宗貞

嫻繪圖; Wagi Taya 張慧珍, Hana Abaw

宗貞芳漢語撰寫; Losin Batu 羅新福, 

Wilang Lalin 洪金輝, Lulyang Nomin 胡

信良族語撰寫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

市復興區公所, 11011 .-- 40 面; 25X33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43-2 (精裝) 

NT$250  

你從這一天開始= The day you begin/

賈桂琳 .伍德生 (Jacqueline Woodson)

文; 拉菲爾.羅佩茲(Rafael López)圖; 

柯倩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

際, 11101 .-- 4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0-414-8 (精裝)  

我想靠自己賺零用錢/班.赫柏德(Ben 

Hubbard)文; 碧翠茲.卡斯特羅(Beatriz 

Castro)圖; 范媛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穎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0-60-6 (PDF)  

阿公的幸運石: 乙未戰役在佳冬/客

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.-- 初

版  .-- 苗栗縣  : 客委會客發中心 , 

11012 .-- 41 面; 24X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34-53-3 (精裝) NT$350  

孤盲敢: 故事合集= Blind courage/彭

歲玲 , 莊亮亮 , 暖暖客語教師群合

著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中華臺灣客家

國際藝文交流協會, 11012 .-- 124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02-1-5 (精

裝)  

妹 妹 與 我 / 蕾 娜 . 塔 吉 邁 爾 (Raina 

Telgemeier)著; 韓書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小麥田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0-33-5 (EPUB)  

阿財去哪裡?/台梗玖號編劇; 恰可插
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唯心科技 , 

11101 .-- 44 面; 25X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93-7-2 (精裝) NT$500  

夜晚的遊樂園/林信吟, 蔡依庭, 何旻

翰文.圖 .-- 新北市 : 點點文創工作室, 

11012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95-3-4 (平裝)  

*虎腳庄水淼君: 后里圳八支分線的

故事/涂卉, 洪湘晴文字編輯; 陳君媺

插圖繪製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大文創

系, 11012 .-- 28 面; 21X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9499-27-9 ( 精 裝 ) 

NT$450  

林邊水味/鄭駿然, 吳冠霖, 蔡宜岑, 黃

品茹, 陳柔菲, 林書緯, 戴子喬文.圖 .-

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林邊國小, 

11012 .-- 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72-55-9 (精裝) NT$250  

怪獸牙醫診所. 1, 牙齒逃跑了!拯救

牙齒與壞習慣/金載成著; 白明植繪; 

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

活文創, 11101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5-47-6 (精裝)  

來讀詩經與論語套書: <<有了詩就不

一樣:來讀<詩經>吧!>> + <<做自己

的煉金術師:來讀<論語>吧!>>/黃秋

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69-25-

7 (全套:平裝) NT$660  

城市的河流/黃淑貞文字; 劉憬樺圖

畫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天河創思 , 

11011 .-- 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304-4-0 (精裝) NT$330  

穿衣/黃姿菁文; 黎宇珠圖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人類, 11012 .-- 19 面; 17X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15-1 (精裝) 

NT$280  

看西遊 ,學成語 /李光福作 ; 吳雅怡
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3-63-9 (PDF)  

便便/黃姿菁文; 劉彤渲圖 .-- 新北市 : 

人類, 11012 .-- 19 面; 17X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1-16-8 ( 精 裝 ) 

NT$280  

品格教育大繪本: 為特殊教育學童設

計的繪本= Picture book design for the 

special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/陳

黎枚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陳黎枚, 

11012 .-- 1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494-4 (平裝) NT$100  

音樂大師/瑪莉詠.畢耶文.圖; 陳怡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 , 

11106 .-- 12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03-916-8 (精裝)  

美麗仙島果子王國歌= Bí-lē Siān-

tó Kóe-chí Ông-kok koa/林裕凱作; 鄒

享想繪; 儲見智, 林恬安, 吳栯禔唸

歌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灣文學館, 

11012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32-463-6 (精裝) NT$980  

紙上管弦樂團 古典音樂繪本套書. 

1(布紋封面典藏版): <<韋瓦第四季

音樂故事>> <<柴可夫斯基胡桃鉗音

樂 故 事 >>/ 潔 西 卡 . 寇 特 妮 - 堤 可

(Jessica Courtney-Tickle)圖; 呂玉蟬, 黃

筱茵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 
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38-12-

3 (全套:精裝) NT$1199  

紙上管弦樂團 古典音樂繪本套書. 

2(布紋封面典藏版): <<柴可夫斯基

睡美人音樂故事>> <<柴可夫斯基天

鵝湖音樂故事>>/潔西卡.寇特妮-堤

可(Jessica Courtney-Tickle)圖; 黃筱茵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 , 
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38-13-

0 (全套:精裝) NT$1199  

紙上管弦樂團 古典音樂繪本套書. 

3(布紋封面典藏版): <<聖桑動物狂

歡節音樂故事>> <<莫札特魔笛音樂

故事>>/潔西卡.寇特妮-堤可(Jessica 

Courtney-Tickle)圖 ; 黃筱茵譯 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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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 1110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7038-10-9 (全套:

精裝) NT$1199  

逃太郎/蘇善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兵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81-35-0 (EPUB)  

逃太郎/蘇善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兵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81-37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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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38-460-1 (EPUB)  

宮西達也小卡車系列繪本集/宮西達

也文.圖; 周佩穎, Choyce 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43-56-1 (全套:精裝)  

哪來的梨子?/黃勁傑文; 陳盈帆圖 .-- 

一版  .-- 新北市  : 泛亞國際文化 , 

11011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58-230-3 (平裝)  

書桌和文具,怎麼活用才好呢?/李高

銀文.圖; 林玗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小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3-59-2 (EPUB)  

哥哥和妹妹吵架了/提利.羅伯埃克特

(Thierry Robberecht)文; 艾絲黛兒.敏

思(Estelle Meens)圖; 王奕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55-2 (PDF)  

荒島食驗家. 1, 過貓泡麵/王宇清文; 

rabbit44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4-078-3 (PDF)  

捉迷藏= Hide and seek/曾淑敏圖.文; 

劉于慈英文翻譯 .-- 苗栗縣 : 苗栗縣

環保局, 11011 .-- 30 面; 22X3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70-06-2 (精裝)  

時間交易所/黃歆雅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 : 唯心科技 , 11101 .-- 36 面 ; 

25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3-6-

5 (精裝) NT$500  

海 盜 真 的 來 了 !/ 約 翰 . 康 登 (John 

Condon)文; 麥特.杭特(Matt Hunt)圖; 

郭妙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

教育文化, 11101 .-- 38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07-7-2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神話實驗室. 2, 天啊,這樣也算是英

雄?/王文華文; 施暖暖圖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34-8 (EPUB)  

朕說歷史. 春秋篇/朕說.黃桑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26-9 (PDF)  

朕說歷史. 戰國篇/朕說.黃桑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27-6 (PDF)  

啊!水/張稚翎, 徐華謙圖.文 .-- 苗栗

縣 : 苗栗縣環保局, 11011 .-- 22 面; 

22X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0-05-

5 (精裝)  

寄信到火星/李光福作; 吳雅怡繪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64-6 

(PDF)  

寄信到火星/山鷹作; 王譽琪繪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3-66-0 

(EPUB)  

從前從前,火車來到小島/黃一文文.

圖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玉 山 社 , 

11012 .-- 50 面; 3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94-291-8 (精裝) NT$360  

莉塔和那個那個的聖誕節/尚-菲利浦.

阿胡-維諾文; 奧立維.塔列克圖; 吳愉

萱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育

文化, 11012 .-- 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07-6-5 (精裝) NT$260  

甜點立體書= Pop-up books of dessert/

劉清彥文; 默尼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麥克, 11103 .-- 24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03-915-1 (精裝)  

猴子布納納: 永夜奧佩拉/張瑞竹著 .-

- 臺北市 : 德月堂生活美學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48-3-4 

(EPUB)  

森林裡的陌生人/游千葦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唯心科技, 11101 .-- 40 面; 

25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3-8-

9 (精裝) NT$500  

森林裡的動物音樂會: 聽見巴哈/Sam 

Taplin 作; Ag Jatkowska 插畫; 禾流編

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
創, 11101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52-6 ( 精 裝 ) 

NT$600  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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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許少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遠流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74-3 (EPUB)  
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三部曲/李如

青文.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895-9-

4 (全套:精裝) NT$1199  

鈔能戰士. I, 數字 13 的秘密/嚴淑女

著; 黃柏樺繪 .-- 臺南市 : 聚光文創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09-8-1 (PDF)  

發現新埤頭/新埤國小圖.文 .-- 屏東

縣 : 屏東縣新埤國小, 11011 .-- 44 面; 
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52-

8 (精裝)  

復華一街的奇蹟: 閱讀的無限可能/

楊秀嬌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

少年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66-3-6 (EPUB)  

貼 貼 貼 紙 學 學 看 !/Julien Milési-

Golinelli 作; 李旻諭譯 .-- 再版二刷 .-- 

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7013-46-5 (全套:精裝) 

NT$540  

華德的秘密基地 幸福波比底家/宋藍

美玉文; 華德社區圖 .-- 臺南市 : 台南

市華德社區發展協會, 11010 .-- 3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09-0-7 (精

裝)  

超厲害的天氣圖鑑: 解開天空的一切

奧祕!/荒木健太郎作; 洪于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8-62-5 

(EPUB)  

新丁祭/蘇曉憶, 張鈴淩文; 曾沁琳, 林

鈺惠, 吳信宏, 陳昱綺, 曾善如, 戴蔓

霓圖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東縣佳冬

國小, 1101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72-58-0 (精裝) NT$250  

電子琴配樂的兒歌歡唱繪本: 26 首

MIDI-to-Singing 合成曲/沈鴻哲編著 .-

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沈鴻哲, 11007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43-9497-5 

(EPUB) NT$50  

跟世界說嗨!24 個奇妙有趣的世界節

慶/黃福基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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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角落文化 , 1110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5588-61-8 (EPUB)  

愛的圈圈: 分享愛,讓美好的事發生/

布拉德.蒙塔格著; 布拉德.蒙塔格, 克

莉絲蒂 .蒙塔格繪; 張淑瓊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1-0-5 (EPUB)  

愛的圈圈: 分享愛,讓美好的事發生/

布拉德.蒙塔格著; 布拉德.蒙塔格, 克

莉絲蒂 .蒙塔格繪; 張淑瓊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1-1-2 (PDF)  

跟紅豆妮綠豆兵一起學/林宛萱責任

編集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6-219-

5 (全套:平裝) NT$580  

過家; 來尞= go gaˊ; loiˇ liau/郭玟芬

文; 王志中圖 .-- 臺北市 : 北市客委會, 

11011 .-- 6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2-55-5 (精裝)  

暖被桌/麻生知子作; 林宜柔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2 .-- 40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73-

6 (精裝) NT$380  

熊大班 /王文華文; 吳子平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36-7 (EPUB)  

熊大班 /王文華文; 吳子平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38-1 (PDF)  

綠 尾 巴 的 老 鼠 / 李 歐 . 李 奧 尼 (Leo 

Lionni)文.圖; 劉清彥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道聲, 11101 .-- 32 面; 22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00-393-8 (精裝)  

管家琪文化素養套書: 疫苗的故事、

土地公還錢、尋找節氣精靈/管家琪

著; 徐建國, 吳嘉鴻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好文化企業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433-1-1 (全套:平裝) 

NT$1020  

榕樹下的童年/王以晴, 王姵甯, 洪心

卉, 陳智怡文.圖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

屏東縣泰山國小, 11011 .-- 3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53-5 (精裝) 

NT$250  

熱血!水男孩. 2: 泳者無畏!游向無邊

際的海域/山村獎著; 凸野高秀繪; 黃

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小熊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47-7 (PDF)  

熱血!水男孩. 2: 泳者無畏!游向無邊

際的海域/山村獎著; 凸野高秀繪; 黃

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小熊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0-48-4 (EPUB)  

請把燈關了/瑪莎.黛安.阿諾(Marsha 

Diane Arnold) 著 ; 蘇 珊 . 瑞 根 (Susan 

Reagan)繪; 蔡祐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95-0 (PDF)  

請把燈關了/瑪莎.黛安.阿諾(Marsha 

Diane Arnold) 著 ; 蘇 珊 . 瑞 根 (Susan 

Reagan)繪; 蔡祐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99-8 (EPUB)  

瞎掰舊貨攤 . 下/鄭宗弦文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5-135-5 

(EPUB)  

瞎掰舊貨攤 . 上/鄭宗弦文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5-136-2 

(EPUB)  

鴨子小姐找房客/于云文.圖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, 11102 .-- 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67-4 (精

裝) NT$280  

親子情緒管理小學堂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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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246-7-9 (全套:精裝) 

NT$1600  

橡 皮 擦 男 孩 / 麗 莎 . 湯 普 森 (Lisa 

Thompson)著; 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487-73-2 (EPUB)  

橡 皮 擦 男 孩 / 麗 莎 . 湯 普 森 (Lisa 

Thompson)著; 陳柔含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487-75-6 (PDF)  

錢是什麼?/班.赫柏德(Ben Hubbard)文; 

碧翠茲 .卡斯特羅(Beatriz Castro)圖 ; 

范媛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0-61-3 (PDF)  

學問怪獸: 唐詩裡的交友之道/夏千

越編; 林威辰繪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詩與奇幻冒險工作室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17-3-3 

(PDF)  

*靜靜的池塘/馮岳輝文; 陳瑞成圖 .-- 

初版 .-- 基隆市 : 立言圖書, 11011 .-- 

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650-

3-8 (精裝) NT$360  

雞狗乖小旅行/林恐龍圖.文 .-- 初版 .-

- 花蓮縣 : 阿色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5936-6-3 (PDF) 

NT$150  

關於心情你想知道什麼?/Lara Bryan

作; Shelly Laslo 插畫; 何妍萱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1 .-- 14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51-

9 (精裝) NT$450  

關燈也沒關係,我不怕黑/喬許.派克

(Josh Pyke)作; 克里斯 .尼克森(Chris 

Nixon)繪; 吳愉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56-6 (EPUB)  

關燈也沒關係,我不怕黑/喬許.派克

(Josh Pyke)作; 克里斯 .尼克森(Chris 

Nixon)繪; 吳愉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60-3 (PDF)  

麵包/方信義文; ALLEN 圖 .-- 一版 .-- 

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011 .-- 24

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

231-0 (平裝)  

寶寶的成長繪本: 最美最全的幼兒生

活學習成長繪本/趙良安總編輯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拇指王文教科技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906-2-

0 (全套:平裝)  

寶寶的第一套腸道健康繪本/村上八

千世文; 瀨邊雅之圖; 周姚萍, 黃郁婷, 

紀富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
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43-

70-7 (全套:精裝) NT$960  

寶寶的第一套繪本: 最美最全的幼兒

好習慣養成繪本/趙良安總編輯; 閔

玉真, 吳月娥, 陳瑞苗, 雷秀卿繪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拇指王文教科技 , 

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906-0-

6 (全套:平裝)  

寶寶第一套繪本: 最美最全的幼兒基

礎認知學習繪本/趙良安總編輯; 閔

玉真, 吳月娥, 陳瑞苗, 雷秀卿繪 .-- 初

版  .-- 臺北市  : 拇指王文教科技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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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906-1-

3 (全套:平裝)  

魔法童話/克里斯.柯爾弗(Chris Colfer)

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 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21-528-

6 (全套:平裝) NT$2450  

讓我給你一點安慰/查普夫繪圖與故

事構想; 約亨.提爾作; 吳其鴻(海狗房

東)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薪展文化, 

11011 .-- 44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484-1-6 (精裝) NT$290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1, 鱷魚愛上長頸鹿

= Ein kleines Krokodil mit ziemlich viel 

Gefühl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

作.繪; 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19-1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1: 鱷魚愛上長頸鹿

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37-5 (PDF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1: 鱷魚愛上長頸鹿

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45-0 (EPUB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2, 搬過來搬過去= 

Das kleine Krokodil und die große Liebe/

達妮拉 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20-7 (精裝) NT$320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2: 搬過來搬過去/

達妮拉 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38-2 (PDF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2: 搬過來搬過去/

達妮拉 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46-7 (EPUB)  

鱷 魚 愛 上 長 頸 鹿 . 3, 有 你 真 好 = 

Krokodil und Giraffe - ein richtig echtes 

Liebespaar/ 達 妮 拉 . 庫 洛 特 (Daniela 

Kulot)作.繪; 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21-4 (精裝) 

NT$320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3: 有你真好/達妮

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林硯

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39-9 (PDF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3: 有你真好/達妮

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林硯

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47-4 (EPUB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4, 勇敢的一家人= 

Krokodil und Giraffe-eine ganz normale 

Familie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

作.繪; 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22-1 ( 精 裝 ) 

NT$320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4: 勇敢的一家人/

達妮拉 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40-5 (PDF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4: 勇敢的一家人/

達妮拉 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.繪; 

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48-1 (EPUB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5, 好忙好忙的聖誕

節 = Krokodil und Giraffe warten auf 

Weihnachten/達妮拉 .庫洛特 (Daniela 

Kulot)作.繪; 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23-8 (精裝) 

NT$320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5: 好忙好忙的聖誕

節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 .

繪; 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

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41-2 (PDF)  

鱷魚愛上長頸鹿. 5: 好忙好忙的聖誕

節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作 .

繪; 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

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49-8 (EPUB)  

荒島食驗家. 1, 過貓泡麵/王宇清文; 

rabbit44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4-098-1 (EPUB)  

河馬媽媽分鬆餅/梁雅怡作; 阿喵繪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58-8 

(PDF)  

狐狸與樹/陳彥伶作.繪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59-5 (PDF)  

阿嬤的粽子 /陳辰文; 菊子圖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598-939-2 

(EPUB)  

漫畫書 

#BL 遊戲/ニクヤ乾作; 張芳馨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39-2 (平裝) 

NT$140  

(直條式漫畫)凶臉男子的愛貓療癒

小時光/なおとえぬ作 .-- 臺北市 : 巴

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78-2 (EPUB)  

(直條式漫畫)只對妳一人耍壞: 青梅

竹馬冰冷而甜蜜的指尖/カトウロカ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87-4 (EPUB)  

(直條式漫畫)成為一家人吧/倉橋ト

モ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95-9 (EPUB)  

(直條式漫畫)我想聽你喵喵叫/村上

左知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385-0 (EPUB)  

(直條式漫畫)隔壁鄰居姐姐的祕密/

九重千花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86-7 (EPUB)  

(直條式漫畫)戀上妳的雙眸/もとし

麻子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404-8 (EPUB)  

1624 男人與島 Formosa X/李隆杰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18-1 

(EPUB)  

2.5 次元的誘惑 /橋本悠作; 李俊銘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

207-6 (第 4 冊: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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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時的 xxx/天王寺ミオ漫畫; 黃盈琪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9-064-8 (平裝)  

3 秒後,變身成野獸。: 聯誼窩在角落

的他是放蕩的肉食男 /Coa Momose
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54-3 (EPUB)  

C.M.B.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. 39/加

藤元浩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72-5 (EPUB)  

dear signal 戀愛信號/末広マチ作; 蔡

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266-1 

(EPUB)  

Derail 脫軌之愛/相葉キョウコ作; 趙
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38-

8 (平裝) NT$14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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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00-6089-3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0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25-8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0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53-1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1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24-1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1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52-4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2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23-4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2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51-7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3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22-7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3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50-0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4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21-0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4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9-4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5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20-3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5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8-7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6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9-7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6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7-0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7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8-0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7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6-3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8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7-3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8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5-6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9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6-6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19/林

田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4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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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00-6090-9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0/林

田球作; 貓頭鷹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5-9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0/林

田球作; 貓頭鷹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3-2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1/林

田球作; 貓頭鷹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4-2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1/林

田球作; 貓頭鷹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2-5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2/林

田球作; 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3-5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2/林

田球作; 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1-8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3/林

田球作; 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2-8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23/林

田球作; 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40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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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00-6091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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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626-00-6088-6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5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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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092-3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5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1-1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6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10-4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6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57-9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7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09-8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7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56-2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8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08-1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8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55-5 (PDF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9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07-4 (EPUB)  

Dorohedoro 異獸魔都(典藏版). 9/林田

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

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54-8 (PDF)  

Dr.STONE 新石紀/稲垣理一郎原作; 

Boichi 作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240-1 ( 第 23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 

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. 15/鳥山

明原作 ; とよたろう漫畫 ; 吳勵誠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94-4 (EPUB)  

EDENS ZERO 伊甸星原/真島浩作; 吳

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45-

6 (第 18 冊:平裝) NT$100  

EDENS ZERO 伊甸星原. 15/真島浩作; 
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98-2 

(EPUB)  

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/真

島浩原作 ; 上田敦夫漫畫 ; 吳勵誠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44-9 (第

10 冊:平裝) NT$100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特異點. I, 惡性隔絕魔境 新宿 新宿

幻靈事件. 2/TYPE-MOON 原作; 佐々

木少年漫畫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67-4 (EPUB)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特異點. I, 惡性隔絕魔境 新宿 新宿

幻靈事件/TYPE-MOON 原作; 佐々木

少年漫畫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1-130-8 (第 2 冊:平

裝)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特異點. IV, 禁忌降臨庭園 塞勒姆 

異端塞勒姆/TYPE-MOON 原作; 大森

葵作畫; 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1 .-- 20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26-0 (第 3 冊:平裝)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特異點. IV, 禁忌降臨庭園 塞勒姆 

異端塞勒姆. 3/TYPE-MOON 原作; 大

森葵作畫; 弁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83-6 (EPUB)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 特 異 點 EX 深 海 電 腦 樂 土 

SE.RA.PH/TYPE-MOON 原作; 西出ケ

ンゴロー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180 面; 18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29-2 (第 4

冊:平裝)  
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
種 特 異 點 EX 深 海 電 腦 樂 土 

SE.RA.PH. 4/TYPE-MOON 原作; 西出

ケンゴロー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66-7 (EPUB)  

MF GHOST 燃油車鬥魂. 7/重野秀一

作 ; 林 志 昌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62-3 (EPUB)  

ONE PIECE 航海王/尾田栄一郎作; 許

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235-7 (第 101

冊:平裝) NT$105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36-4 (第 10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

NT$135  

Re: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. 第三章, 

Truth of Zero/長月達平, 大塚真一郎, 

マツセダイチ作; 柯冠廷譯 .--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- 18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95-9 (第 10

冊:平裝)  

Selfie Girl がおう作品集/がおう作; 

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43-8 (平裝)  

Selfie Girl がおう作品集/がおう作; 

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68-1 (EPUB)  
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abec 畫集 

Wanderers/川原礫原作; abec 作; 九流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73-5 (EPUB)  
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abec 畫集 

Wanderers/川原礫原作; abec 作; 九流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10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42-1 (平裝)  

Sword Art Online 刀 劍 神 域 Project 

Alicization/川原礫原作; 山田孝太郎

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10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26-1 (第 4 冊:平裝)  

Sword Art Online 刀 劍 神 域 Project 

Alicization. 4/川原礫原作; 山田孝太

郎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74-2 (EPUB)  

S 與 N/古矢渚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11-6 

(EPUB)  

The sunderland. volume two, 

solitude/story and art Jon Renzella .-- 1st 

ed. .-- 臺中市 : 雷出版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676-1-1 (PDF)  



156 

 

The sunderland. volume two, solitude/by 

Jon Renzella .-- 臺 中 市  : 雷 出 版 , 

11012 .-- 36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1676-2-8 (平裝)  

UNDEAD PAPPY: 不死的爸比/さき

したせんむ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6198-2 (PDF)  

UNDEAD PAPPY: 不死的爸比/さき

したせんむ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6230-9 (EPUB)  

UNDEAD PAPPY 不死的爸比/さきし

たせんむ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00-6181-4 (平裝)  

UQ HOLDER!悠久持有者!/赤松健作; 

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17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43-2 (第 27 冊:平裝) NT$100  

「NTR」君之女友/初井自摸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5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51-5 (平裝) 

NT$320  

*「NTR」君之女友/初井自摸(初井

つも)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58-4 

(EPUB)  

*「NTR」君之女友/初井自摸(初井

つも)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75-1 

(PDF)  

Ω 的我與 β 實現初戀的方法/高山

はるな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03-1 (EPUB)  

「請用力撞擊我的深處」土氣職員

遙香,今天也被抖 S 前輩玩弄到高潮/

東條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171-0 

(EPUB)  

「還能再高潮 3 次吧?」丈夫沒回家,

人妻被精力無限的小叔子弄得高潮

不斷/七色風香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53-6 (EPUB)  

「騙人...在上班時間被客人無套插

入了!?」來場隨時會曝光的激情砲

戰吧!/タカヤマノン作 .-- 臺北市 : 巴

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84-3 (EPUB)  

一弦定音!/アミュー作; 倪湘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21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25-3 (第

24 冊:平裝)  

一弦定音!. 24/アミュー作; 倪湘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85-0 (EPUB)  

一直高潮真的不是演技...!拍片做私

下也做: 不顧一切拚命射!/兎野あし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80-5 (EPUB)  

二七部隊 /黃子彥 , 廖建超著 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台中市新文化協會, 

11101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667-2-6 (下集:平裝) NT$300  

人鬼不殊途?: 好色驅魔師與被捕捉

的鬼/夏野はるお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91-1 

(EPUB)  

七夏之樂園. 1,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

後宮. 戀人家家酒篇/赤月みゅうと

作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買 動 漫 , 

11101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31-001-8 (平裝) NT$260  

大小姐也想成為戀愛喜劇的男主角!/

わたりさえ作; 蘇奕軒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78-2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*大小姐也想成為戀愛喜劇的男主

角!. 2/わたりさえ作; 蘇奕軒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86-7 (EPUB)  

才不是英雄/宇井カシ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72-7 (EPUB)  

小老虎是♂卻一直撲向我. 2/吾笠花

作; 小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02-6 

(EPUB)  

小町教授的開發記錄 365/藤峰式作; 

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48-0 

(EPUB)  

三角窗外是黑夜. 7/山下朋子作; 陳

瑞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275-3 

(EPUB)  

女朋友 and 女朋友. 1/ヒロユキ作; 林

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43-5 

(EPUB)  

女朋友 and 女朋友. 2/ヒロユキ作; 林

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42-8 

(EPUB)  

女朋友 and 女朋友. 3/ヒロユキ作; 林

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281-4 

(EPUB)  

下流賤貓在磨情慾之爪/天王寺ミオ

作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96-3 (EPUB)  

女神咖啡廳/瀬尾公治作; 吳勵誠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98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199-2 (第

2 冊:平裝) NT$1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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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6-361-

4 (全套:平裝)  

小紬的突起/暮作; midori 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77-5 (平裝)  

小紬的突起/暮作; midori 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88-1 (EPUB)  

日ノ原巡插畫集 DARLING!/日ノ原

巡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2 .-- 1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136-7 (平裝) NT$520  

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: 對了,

就來賣國吧/鳥羽徹原作; えむだ漫

畫; 加奈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229-6 (第 1 冊:

平 裝 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30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  

王子想得到棄貓的愛/井伊イチノ作; 
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24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92-0 (平裝) NT$150  

六月的七星 . I/カスカベアキラ作 ; 

Sherry 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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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97-0 (EPUB)  

仍未知曉的景色/M2 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黑白文化, 11012 .-- 192 面; 18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25-0-6 (平裝) 

NT$280  

仍未知曉的景色/M2 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黑白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25-1-3 (EPUB) 

NT$220  

公主殿下是騎士團長/屋丸夜須子作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62-3 (第 1 冊:平裝)  

公主殿下是騎士團長. 1/屋丸夜須子
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6203-3 (PDF)  

公主殿下是騎士團長. 1/屋丸夜須子
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00-6235-4 (EPUB)  

不可解的我的一切/粉山カタ作; 李
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16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89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六年,執愛。: 囚禁於年下神官的甜

蜜枷鎖中/御井ミチル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93-5 (EPUB)  

少年王與戀之烙印 /こうじま奈月
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74-1 (EPUB)  

今年的三石同學哪裡怪怪的/シロサ

ワ作; CHI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205-2 (平裝)  

日向的青空/目黑亞夢作; 蔡孟婷譯 .-

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13-

0 (第 4 冊:平裝)  

少 年 的 深 淵 / 峰 浪 り ょ う 作 ; 

Mongolian Bait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2 .-- 27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98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不好意思妹妹是腐女/九重木春原作; 

トモエキコ作; 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2-139-0 (第 1 冊:平

裝)  

不好意思妹妹是腐女. 1/トモエキコ

作; 九重木春原作; MON 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89-8 (EPUB)  

不妙...上了弟弟的 JK 女友們!: 才做

過一次就成立了發情後宮!/麻生シン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76-8 (EPUB)  

化物語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作; 

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47-0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30  

化物語. 12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

漫畫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49-7 (EPUB)  

化物語. 13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

漫畫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300-2 (EPUB)  

反派千金是本命未亡人!?: 轉生到女

性向遊戲改變本命滿滿的死亡結局!/

小峰のい著; 柊一葉原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96-6 (EPUB)  

不要忘記我= Ne m'oublie pas/艾莉克

斯.噶杭(Alix Garin)著; 吳平稑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102 .-- 244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60-7 (平

裝) NT$420  

月是故鄉明/郎大容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郎大容, 11011 .-- 6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75-0 (平裝)  

不要欺負我,長瀞同學. 10/NANASHI

作 ; 季 上 元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57-2 (EPUB)  

天降雷神纏上我. 4/RENA 作; 九流

譯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193-3 

(EPUB)  

比起自慰不如趕快寫作/時羽兼成作; 

mido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50-5 (第 1 冊:平裝)  

比起自慰不如趕快寫作. 1/時羽兼成

作; midor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51-2 

(EPUB)  

不倫食堂 . 11/山口讓司作 ; 謝子庭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72-2 (EPUB)  

凶神惡煞野獸人類科: 給我乖乖坐好

不許對訓練師發情!/青佐のり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409-3 (EPUB)  

水姬學姊的戀愛占卜 /シロサワ作; 
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02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心神蕩漾的雙唇 more melty/高崎ぼ

すこ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67-8 (EPUB)  

欠 租 還錢 戀 人體 驗協 議 !?/あさひ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94-2 (EPUB)  

今晚、從床伴變成戀人/迎朝子 紀坂

みち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00-0 (EPUB)  

不許拍攝和我的 H!/はるかわ牧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73-4 (EPUB)  

不動聲色的柏田與喜形於色的太田/

東ふゆ作; 倪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2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206-9 (第 4 冊:平裝)  

五等分的新娘(全彩版). 7/春場葱作; 

賴瑞琴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82-1 

(EPUB)  

不想不要不肯再次遇見麻煩的初戀: 

身體卻是誠實得不要不要的/たなせ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407-9 (EPUB)  

不當哥哥了!. 4/ねことうふ作; 刻托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67-1 (EPUB)  

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/水安里
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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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6-9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16-403-1 (第 10 冊:平裝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5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13-6 (PDF)  
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. 5/澤村鞠子作; 
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9-15-0 (EPUB)  

火鳳燎原(珍藏版)/陳某編.繪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26-8175-6 (第 23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76-3 (第 23 冊:平裝首刷

附錄版)  

內褲外穿. 2: 那些活出自己的女人= 

Culottées. 2: des femmes qui ne font que 

ce qu'elles veulent/ 潘 尼 洛 普 . 芭 潔

(Pénélope Bagieu)作; 陳文瑤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11101 .-- 1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2-6-8 (平

裝) NT$550  

月薪嬌妻 . 11/海野綱彌作 ; 蔡夢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04-0 (EPUB)  

本大爺怎麼可能沉溺在和死魚女子

的性愛。. 1/西臣匡子作; 巫白白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87-6 (PDF)  

本大爺怎麼可能沉溺在和死魚女子

的性愛。. 1/西臣匡子作; 巫白白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219-4 

(EPUB)  

功夫旋風兒(愛藏版). 10/蛭田達也作; 

冰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52-7 

(EPUB)  

功夫旋風兒(愛藏版). 11/蛭田達也作; 

冰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51-0 

(EPUB)  

瓦尼塔斯的手札/望月淳作; 平川遊

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

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393-5 (第 9 冊:平裝)  

凹凸魔女的親子日常/ピロヤ作; 蒼

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101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35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凹凸魔女的親子日常. 2/ピロヤ作; 

蒼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69-8 (EPUB)  

只有那傢伙能讓我勃起!: 使處女黑

道高潮的絕頂♂技巧/Taguche 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55-0 (EPUB)  

用我來滿足吧/歩久野トロイ作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75-8 (EPUB)  

失重. Vol.2/NIN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原動力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9-12-8 (EPUB)  

世界因你而轉動(新裝版)/緒川千世

作 ; 陳 姿 君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52-4 (平裝) NT$140  

出租女友 . 20/宮島禮吏作 ; 蔡夢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83-8 (EPUB)  

白聖女與黑牧師. 3/和武葉佐乃作; 

廖湘芝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71-8 

(EPUB)  

囚禁婚 /高橋依摘作; 蘇涵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86-9 (PDF)  

囚禁婚 /高橋依摘作; 蘇涵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8-7 (EPUB)  

永遠不夠好/CTK 作; 游若琪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20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99-4 (第

1 冊:平裝)  

永遠的第 1 名 x 第 2 名的逆襲: WBL

番外漫畫/GENE 漫畫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10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6-409-3 (平裝)  

白領愛情男子會/すめし作 .-- 臺北

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66-93-5 (第 1 冊:平

裝) NT$300  

失聲少女心想「她太過溫柔」. 1/矢

村いち作; 吳美嬅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63-0 (EPUB)  

宅女,要被三次元攻略了。: 前輩,你

那猛烈的一面實在太棒了/さとうあ

お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76-5 (EPUB)  

年下主廚的甜膩撒嬌 /三つ屋りす
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57-4 (EPUB)  

宅女愛上肉食紳士: 絕頂!大叔級的

神技. 1/柚樹ちひろ作; Imoko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14-3 (PDF)  

宅女愛上肉食紳士: 絕頂!大叔級的

神技. 1/柚樹ちひろ作; Imoko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16-7 (EPUB)  

而立之年的處女之路/逸見奈奈惠作; 
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167-

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68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死役所/安曇騎士著; 洪子喬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6-371-3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372-0 (第 3 冊:

平裝)  

任性小惡魔成為大型犬的玩具/紫の

の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101 .-- 17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27-2 (平裝) NT$140  

她所犯下的錯誤/エアリーソックス

作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買 動 漫 , 

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98-0 (平裝) NT$250  

好事多磨/古鉢瑠華作; 吊木光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

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

063-1 (第 8 冊:平裝)  

任性貓咪住進我家了/marie 作; 夜原

優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79-1 (平裝)  

任性貓咪住進我家了/marie 作; 夜原

優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99-9 (PDF)  

任性貓咪住進我家了/marie 作; 夜原

優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231-6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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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神少爺與黑女僕/NOUE 作; 李昆達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90-1 (第 11 冊:平裝)  
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10/INOUE 作; 李
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11-2 (EPUB)  

名偵探柯南/青山剛昌作; 陳柏伸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76-

8 (第 99 冊:平裝)  

名偵探柯南. 99/青山剛昌作; 陳柏伸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91-1 (EPUB)  

灰雪街的野犬/帽子作; 鍾明秀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93-5 (EPUB)  

灰雪街的野犬/帽子作; 鍾明秀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47-

5 (平裝)  

在這裡請跟我說 YES/吉井ハルアキ

作 ; 鍾 明 秀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92-8 (EPUB)  

在這裡請跟我說 YES/吉井ハルアキ

作; 鍾明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48-2 (平裝)  

向陽之戀  in the sunshine. 1/李崇萍

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84-5 (EPUB)  

地獄樂. 10/賀来友治作; 蔡妃甯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40-4 (EPUB)  
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/りゅらせんひ

ろつぐ作; すえみつ ぢっか漫畫; 李

殷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10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27-7 (第 6 冊:平裝)  

自 稱 賢 者 弟 子 的 賢 者 . 6, THE 

COMIC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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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94-2 (EPUB)  

再臨情慾阿拉伯: 肉感滿點大肌肌王

子今天也要接受疼愛/三雲譲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401-7 (EPUB)  

在魔王城說晚安/熊之股鍵次作; 蔡

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91-8 (第 16 冊:平裝)  

在魔王城說晚安. 15/熊之股鍵次作; 

蔡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10-5 (EPUB)  

我 OK、你先請: 膽小且笨拙的戀愛

技巧/神月ひな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83-6 

(EPUB)  

我一點也不好吃!/山田 2 丁目作; 夜

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40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我一點也不好吃!/山田 2 丁目作; 夜

原優譯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91-9 

(EPUB)  

我一點也不好吃!. 2/山田 2 丁目作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72-8 (EPUB)  

我才不會對你動心 /箱石タミィ作; 

風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10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073-7 (平裝)  

我才不會對你動心 /箱石タミィ作; 
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096-6 

(EPUB)  

我內心的糟糕念頭. 2/桜井紀雄作; 

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65-7 

(EPUB)  

投手丘之花. 4/紫紫丸┴星櫻高中漫

研社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178-9 

(EPUB)  

那日是戀情的終結/屑人作; 貝貝譯 .-

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20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90-

4 (平裝)  

我可以喜歡哥哥的戀人嗎?/矢野わ

らび作; 陳靖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01-3 (EPUB)  

我生命中的光芒/滝端作; Yun 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97-3 (EPUB)  

我生命中的光芒/滝端作; Yun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45-

1 (平裝)  

我可愛的跟蹤狂/金魚缽でめ作; 志

野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46-8 (平裝)  

你好公寓 605/Luria 作; midori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226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74-4 (平

裝)  

你好公寓 605/Luria 作; midori 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95-9 (EPUB)  

我在麻理體內. 4/押見修造作; 蔡妃

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74-6 (EPUB)  

你的一切我都知道 /高久尚子著; H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- 

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410-9 (第 6 冊:平裝)  

我和上司的秘密 接下來的故事/嘉島

ちあき作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58-6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 

978-957-26-8344-6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

NT$200  

我的心中沒有你/円藤エヌ作; 呂郁

青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102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200-7 (平裝)  

我的少年/高野ひと深作; 倪湘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6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44-

4 (第 9 冊:平裝)  

我的少年. 9/高野ひと深作; 倪湘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98-0 (EPUB)  

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. 16/香月日輪

原作; 深山和香漫畫; 張紹仁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301-9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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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只有一次,都讓人後悔。/宮原都

作; 小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36-0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37-7 (第 3 冊:平裝)  

即使只有一次,都讓人後悔。. 2/宮原

都作; 小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83-4 (EPUB)  

即使只有一次,都讓人後悔。. 3/宮原

都作; 小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84-1 (EPUB)  

妖怪仰慕的祟神. 2/灰崎めじろ作; 

謝旻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4-998-7 (EPUB)  

我的身體,你可以嘗試哦?: 和淫亂小

哥在無人島 H/ようよう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77-2 (EPUB)  

我的英雄學院. 30/堀越耕平作; 吳勵

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37-4 (EPUB)  

里亞德錄大地/月見だしお作; 何立

心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10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41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里亞德錄大地. 2/月見だしお作; 何

立心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100-0 

(EPUB)  

我的驍勇威震天地: 亞歷克希斯帝國

昌隆記/あわむら赤光原作; 佐藤勇

漫畫; 蘇聖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1 .-- 24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43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我要比他更早地佔有妳: 沉溺於和性

慾雙胞胎的戀情中/利光メグミ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58-1 (EPUB)  

身為狡猾的大人我很抱歉 /shimojou 

mitsu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60-4 

(EPUB)  

完美結局之後呢 .../桜庭ちどり作 ; 

KUMAK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99-4 (EPUB)  

我倆的愛巢 2nd. 下/南月ゆう作; 澤

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60-2 

(EPUB)  

我倆的愛巢 2nd. 上/南月ゆう作; 澤

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61-9 

(EPUB)  

我們真的學不來!. 21/筒井大志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38-1 

(EPUB)  

狂野式 睡走日本人妻的方法 其一/

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力學

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78-0-7 (EPUB)  

妖術師尋覓前世戀人/五城タイガ作; 
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90-6 (平裝) NT$140  

我絕不會屈服於利己主義者/五月女

えむ作; mido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97-0 (平裝)  

邪惡首領的床笫交戰/山田 2 丁目作; 

夜原優譯  .-- 臺北市  : 臺灣角川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92-6 (EPUB)  

我最討厭你/上田にく作; kyo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9-002-0 

(EPUB)  

我最討厭的學長(全)/春山モト作; 熊

次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391-1 (平裝)  

沉溺在熱吻之後/まさき茉生作; 趙
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28-

9 (平裝特裝版) NT$180  

沉溺於妳的心臟/夜神里奈作; 柚子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70-8 (第 1 冊:平裝)  

我與印傳先生結緣了/小糸さよ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59-8 (EPUB)  

作夢的調教師之理想主人/八重咲ら

い作; mido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2 .-- 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75-1 (平裝)  

作夢的調教師之理想主人/八重咲ら

い作 ; midori 譯  .-- 臺北市 : 青文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81-2 (EPUB)  

別對映像研出手!. 1/大童澄瞳作; 張

文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12-9 (EPUB)  

別對映像研出手!. 2/大童澄瞳作; 張

文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13-6 (EPUB)  

別對映像研出手!. 3/大童澄瞳作; 張

文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14-3 (EPUB)  

別對映像研出手!. 4/大童澄瞳作; 張

文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15-0 (EPUB)  

別對映像研出手!. 5/大童澄瞳作; 王

浩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16-7 (EPUB)  

杖與劍的魔劍譚/大森藤ノ原作; 青

井聖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23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 

估算錯誤的心(新裝版)/緒川千世作; 

賴思宇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53-1 (平裝) NT$140  

灼熱注視/はいき作; midori 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99-7 (EPUB)  

灼熱注視/はいき; midori 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42-0 (平裝)  

你遭難了嗎?. 7/さがら梨々漫畫; 岡

本健太郎原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156-5 (EPUB)  

杜鵑婚約. 3/吉河美希作; 澤野凌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44-2 (EPUB)  

克蘇魯的呼喚/H.P.洛夫克拉夫特作; 

田邊剛畫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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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獨步文化, 11102 .-- 28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3-09-4 (平裝) 

NT$320  

克蘇魯的呼喚/H.P.洛夫克拉夫特作; 

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
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12-4 (EPUB)  

初: 遭到鬼畜男友強行拍攝/幾春別

たか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101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99-7 (平裝) NT$200  

非 人 之 狼 /元ハ ル ヒ ラ 作 ; ALATA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

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

201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奇子. VOL.1/手塚治虫作; 章澤儀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17-4 

(EPUB)  

奇子. VOL.2/手塚治虫作; 章澤儀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18-1 

(EPUB)  

奇子. VOL.3/手塚治虫作; 章澤儀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19-8 

(EPUB)  

兔之森 /苑生作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190-9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限定

版) NT$180  

明天請和我談戀愛!/山本小鐵子作; 

賴思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101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406-2 (第 6 冊:平裝)  

明天請和我談戀愛!. 5/山本小鐵子作; 

賴思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18-8 (PDF)  

明天請和我談戀愛!. 5/山本小鐵子作; 

賴思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40-9 (EPUB)  

性之劇藥/水田ゆき作; ANN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40-6 (平

裝)  

尚未知 曉命運的 α/Hiro Nanabishi
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80-2 (EPUB)  

所有人的玩具/石井康之作; 陳瑞璟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06-7 (第

1 冊:平裝) NT$100  

和她在一起. 1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94-7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1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38-8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 . 10/藤末櫻作 ; 林家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95-4 

(PDF)  

和她在一起 . 10/藤末櫻作 ; 林家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37-1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 . 11/藤末櫻作 ; 林家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96-1 

(PDF)  

和她在一起 . 11/藤末櫻作 ; 林家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36-4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 . 12/藤末櫻作 ; 林家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97-8 

(PDF)  

和她在一起 . 12/藤末櫻作 ; 林家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35-7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 . 13/藤末櫻作 ; 林家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98-5 

(PDF)  

和她在一起 . 13/藤末櫻作 ; 林家宇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34-0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. 2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99-2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2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0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06-7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. 3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00-5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3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33-3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. 4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05-0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4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32-6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. 5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04-3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5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31-9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. 6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03-6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6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30-2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. 7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093-0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7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29-6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. 8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02-9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8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28-9 

(EPUB)  

和她在一起. 9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01-2 (PDF)  

和她在一起. 9/藤末櫻作; 林家宇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27-2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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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同學媽媽之間的關係/からあげチ

ャ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

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

49-2 (平裝) NT$350  

*和同學媽媽之間的關係 /からあげ

チャ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59-1 

(EPUB)  

*和同學媽媽之間的關係 /からあげ

チャ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76-8 

(PDF)  

和貝爾上課/Hisasi 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2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46-1 (平裝) NT$230  

*和貝爾上課/Hisasi 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60-7 (EPUB)  

*和貝爾上課/Hisasi 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77-5 (PDF)  

東京卍復仇者/和久井健作; 林志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0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81-7 (第

8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10  

炎炎消防隊. 27/大久保篤作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46-6 (EPUB)  

爸爸喜歡的他/春山モト作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37-8 (平

裝) NT$140  

制服遊戲. I/PIKOPIKO 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408-6 (EPUB)  

直到奪走你的一切為止/猫野まりこ

原作; 小春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9-066-2 (平裝)  

始於謊言的戀情/篠崎マイ作; 趙秋
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09-

8 (平裝) NT$140  

雨帥 . 5: 滿蒙風雲/艾姆兔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2 .-- 224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13-

5 (平裝) NT$220  

於是一切就此開始 /内田カヲル作; 

小春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9-005-1 (EPUB)  

青春一點都不容易/おおや作; 李亞

妮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10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265-6 (平裝)  

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小惡魔學妹/

鴨志田一原作; 浅草九十九漫畫; 哈

泥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39-1 (第 1 冊:平裝)  

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小惡魔學妹. 

1/鴨志田一原作; 浅草九十九漫畫; 

哈泥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90-2 (EPUB)  

兩隻獅子/古矢渚作; KUMAKO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03-7 

(EPUB)  

青梅竹馬總是在聞我的味道,讓我很

困擾/shimojou mitsuki 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61-1 (EPUB)  

咒術迴戰/芥見下々作; 張紹仁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82-4 ( 第 18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183-1 (第

18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200  

始終都是一場夢/由元千子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79-6 (EPUB)  

亞森羅蘋(全彩漫畫版)/莫里斯.盧布

朗(Maurice Leblanc)原著; 樹下, 黑野

人, 西米露, 李佩紋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491-836-2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960  

亞森羅蘋(全彩漫畫版). 1, 紳士怪盜/

莫里斯.盧布朗(Maurice Leblanc)原著; 

樹下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
局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91-829-4 (平裝) NT$280  

亞森羅蘋(全彩漫畫版). 2, 紅心七/莫

里斯 .盧布朗 (Maurice Leblanc)原著 ; 

樹下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
局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91-830-0 (平裝) NT$280  

亞森羅蘋(全彩漫畫版). 3, 怪盜與名

偵探/莫里斯.盧布朗(Maurice Leblanc)

原著; 樹下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南門書局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1-831-7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亞森羅蘋(全彩漫畫版). 4, 消失的王

冠/莫里斯.盧布朗(Maurice Leblanc)原

著; 黑野人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南門書局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1-832-4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亞森羅蘋(全彩漫畫版). 5, 再戰福爾

摩斯/莫里斯.盧布朗(Maurice Leblanc)

原著; 黑野人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南門書局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1-833-1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亞森羅蘋(全彩漫畫版). 6, 名偵探羅

蘋/莫里斯.盧布朗(Maurice Leblanc)原

著; 西米露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南門書局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1-834-8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亞森羅蘋(全彩漫畫版). 7, 羅蘋的自

白/莫里斯.盧布朗(Maurice Leblanc)原

著; 李佩紋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南門書局, 1101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1-835-5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阿爾蒂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17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88-1 (第

13 冊:平裝)  

放蕩不羈的愛/上川きち作; 謝旻釗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04-4 (EPUB)  

*放學後代理妻子. 1: 義父伸出魔爪/

リヒャルト.バフマン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61-4 (EPUB)  

*放學後代理妻子. 1: 義父伸出魔爪/

リヒャルト.バフマン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78-2 (PDF)  

放學後代理妻子: 義父伸出魔爪/リ

ヒャルト.バフマン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2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48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2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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兔醫生和虎流氓. 3/本間アキラ作; 
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69-2 

(EPUB)  

怪獸 8 號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58-

6 (第 3 冊:平裝)  

怪獸 8 號. 3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01-9 (PDF)  

怪獸 8 號. 3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233-0 

(EPUB)  

美人/犬井ナオ作; 趙聖媛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00-5 (上冊:平裝) NT$140 .-- 

ISBN 978-957-26-8201-2 (下冊:平裝) 

NT$140  

為了青少年的優良圖書/吉田ゆうこ

作; 流川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06-8 (EPUB)  

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!?/蘇募ロウ作; 

泪紫音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399-

7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

400-0 (第 10 冊:平裝)  

流汗吧!健身少女/三肉必起.牙霸子

原作; MAAM 作畫; 泪紫音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- 144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12-3 (第

7 冊:平裝)  

紅色玩具店/KJK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494-384-5 ( 第 1 冊 : 平 裝 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494-385-2 (第

2 冊: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-986-

494-386-9 (第 3 冊:平裝) NT$380 .-- 

ISBN 978-986-494-387-6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494-388-3 (第

5 冊: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-986-

494-389-0 (第 6 冊:平裝) NT$380  

玷汙純真之吻/五月女えむ作; midori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

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

196-3 (平裝)  

契約婚等於合法性騷擾: 一整夜被性

慾旺盛的菁英天敵搞到高潮連連.../

天瀬ひめ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9-377-5 

(EPUB)  

拜託了♥Melty 劇院/かさいちあき

漫畫; 小春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70-9 (EPUB) NT$91  

帥哥如雲菁英如林管理員完全難以

抗拒/絢瀬マコト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381-2 

(EPUB)  

前處男無論幾次都想呼喊愛!/山田パ

ピコ漫畫; kreuz+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200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67-9 (平裝)  

首麻里傳奇. VOL.1/手塚治虫作; 章

澤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20-4 (EPUB)  

首麻里傳奇. VOL.2/手塚治虫作; 章

澤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21-1 (EPUB)  

首麻里傳奇. VOL.3/手塚治虫作; 章

澤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22-8 (EPUB)  

相異的我們相伴如常/あまさわ蟹作; 
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101-7 

(EPUB)  

茉莉花和溫柔的愛情奴隸/兎山文奈

伽原作; 芒其之一作畫; lingosou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16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60-

9 (第 1 冊:平裝)  

帝都初戀心中/蜜樹海湖作; 優希米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59-3 (第 8 冊:平裝)  

帝都聖杯奇譚 Fate/type Redline/経験

値, TYPE-MOON 原作; 平野稜二漫畫; 

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38-4 (第 2 冊:平裝)  

帝都聖杯奇譚 Fate/type Redline. 2/経

験値, TYPE-MOON 原作; 平野稜二漫

畫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87-2 (EPUB)  

既然妳這麼喜歡,我抱妳就是了: 帶

刺的花店王子/夏本夕子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62-8 (EPUB)  

派對咖孔明. 3/四葉夕卜原作; 小川

亮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45-9 (EPUB)  

派對咖孔明. 4/四葉夕卜原作; 小川

亮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97-5 (EPUB)  

面對強勢上司,我該如何戀愛!?/南乃

映月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181-9 

(EPUB)  

思慕雪的熱帶魚 /萩埜まこと漫畫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

127-8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28-5 (第 9 冊:平裝)  

思慕雪的熱帶魚. 8/萩埜まこと漫畫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88-9 (EPUB)  

思慕雪的熱帶魚. 9/萩埜まこと漫畫; 
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89-6 (EPUB)  

南機場的咖啡香/笳彧 H.Chia 漫畫 .-- 

臺北市 : 目宿媒體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22-3-5 (EPUB)  

毒藥伯爵(愛藏版). 1/由貴香織里作; 
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58-9 

(EPUB)  

毒藥伯爵(愛藏版). 2/由貴香織里作; 
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78-4 

(EPUB)  

毒藥伯爵(愛藏版). 3/由貴香織里作; 
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79-1 

(EPUB)  

毒藥伯爵(愛藏版). 4/由貴香織里作; 
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80-7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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祈蘭香. 1/依歡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73-2 (EPUB)  

原子小金剛(新裝版)/手塚治虫作; 王

浩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9-062-4 (第 22 冊:平裝)  

原子小金剛(新裝版). 17/手塚治虫作; 

林子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28-0 (EPUB)  

原子小金剛(新裝版). 18/手塚治虫作; 

王浩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29-7 (EPUB)  

原子小金剛(新裝版). 19/手塚治虫作; 

林子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30-3 (EPUB)  

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. 前篇/

銀曜ハル作  .-- 臺北市  : 買動漫 , 

11012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54-6 (平裝) NT$300  

*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. 前篇/

銀曜ハル作  .-- 臺北市  : 買動漫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6-63-8 (EPUB)  

*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. 前篇/

銀曜ハル作  .-- 臺北市  : 買動漫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6-80-5 (PDF)  

神之雫 最終章: Mariage. 23/亞樹直作; 

沖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13-3 (PDF)  

神之雫 最終章: Mariage. 23/亞樹直作; 

沖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33-1 (EPUB)  

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/亞樹直作; 沖

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68-3 (第 24 冊:平裝)  

高中女忍者想奉上一切 /梅茶漬作 ; 
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61-6 (第 1 冊:平裝)  

高中女忍者想奉上一切. 1/梅茶漬作; 
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94-4 (PDF)  

高中女忍者想奉上一切. 1/梅茶漬作; 
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226-2 (EPUB)  

缺月之犬/ウノハナ作; 皇子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24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89-8 (第

3 冊:平裝)  

哥布林殺手/蝸牛くも原作; 黑瀨浩

介漫畫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102 .-- 198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6-408-6 (第 11 冊:平

裝)  

馬耳東風已三年 /sosso 作 ; 秦不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2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75-3 (平裝)  

馬耳東風已三年 /sosso 作 ; 秦不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91-3 

(PDF)  

馬耳東風已三年 /sosso 作 ; 秦不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23-1 

(EPUB)  

烙印勇士/三浦健太郎作; 林志昌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8308-8 ( 第 41 冊 : 平 裝 ) 
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309-5 (第

4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30  

配角 X3= Supporting role actor X3/宇

文風[漫畫]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

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93-0 (第 11 冊:平裝)  

弱角友崎同學/屋久悠樹, Fly, 千田衛

人作; 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

尖端, 11101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92-8 (第 4 冊:平裝)  

神咒之蜜乳. 5/吉野弘幸原作; 佐藤

健悦漫畫; 謝子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68-8 (EPUB)  

狼的花嫁. 2/りゆま加奈作; 翁蛉玲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62-6 (EPUB)  

海波追尋的終幕/たらちねジョン作; 

張紹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335-4 (第 1 冊:

平 裝 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

8336-1 (第 1 冊 :平裝首刷限定版 ) 

NT$160  

神奇寶貝特別篇/山本智漫畫; 霖之

助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101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38-3 (第 56 冊:平裝)  

神奇寶貝特別篇. 56/日下秀憲腳本; 

山本智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02-4 (EPUB)  

倉科老師受難記. 1/志野夏穗漫畫; 

Sherry 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23-5 (EPUB)  

倉科老師受難記. 2/志野夏穗漫畫; 

Sherry 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24-2 (EPUB)  

倉科老師受難記. 3/志野夏穗漫畫; 

Sherry 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25-9 (EPUB)  

倉科老師受難記. 4/志野夏穗漫畫; 

Sherry 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26-6 (EPUB)  

倉科老師受難記. 5/志野夏穗漫畫; 

Sherry Hs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27-3 (EPUB)  

*烏洛波洛斯的共鳴/大庭アキル作 .-

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66-62-1 (EPUB)  

*烏洛波洛斯的共鳴/大庭アキル作 .-

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66-79-9 (PDF)  

庫洛魔法使. 透明牌篇. 10/CLAMP 作; 
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50-3 

(EPUB)  

凌辱 !潛入搜查官 /柊柾葵作 ; 蘇涵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90-6 

(PDF)  

凌辱 !潛入搜查官 /柊柾葵作 ; 蘇涵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22-4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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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宮飯 世界導覽冒險者聖經/九井諒

子作; 謝孝薇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03-1 (EPUB)  

迷宮飯 世界導覽冒險者聖經/九井諒

子作; 謝孝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1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37-6 (平裝)  

桃組+戰記 /左近堂絵里作 ; 十兵衛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10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45-2 (第 21 冊:平裝)  

桃組+戰記. 21/左近堂絵里作; 十兵

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76-6 (EPUB)  

秘密耳語. Vol. 2/王登鈺(Fish Wang)

原作; 煙囪精靈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塊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7-76-5 (EPUB)  

秘密耳語. vol.2= Secret whisper. 2/王

登鈺 (Fish Wang)原作 ; 煙囪精靈漫
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 , 

11012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7-66-6 (平裝) NT$300  

祕密的昴學長/はかた作; 陳家恩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16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64-

9 (平裝)  

草莓蛋糕蛋糕. 5/森下 suu 作; 盧昀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02-6 

(PDF)  

草莓蛋糕蛋糕. 5/森下 suu 作; 盧昀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34-7 

(EPUB)  

鬼 新 娘 渴 望 被 吃 掉 / 坂 野 景 子 作 ; 
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64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鬼新娘渴望被吃掉/坂野景子(サカノ

景子)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204-0 (PDF)  

鬼新娘渴望被吃掉/坂野景子(サカノ

景子)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236-1 (EPUB)  

討厭 !我的腰怎麼就擅自搖起來了

呢!?: 在網咖的糜爛干物女上司被部

下的那根強行插入/リンゲリエ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405-5 (EPUB)  

酒豪女子,只有現在想裝作喝醉被他

睡 /平野夜子作 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82-6 (EPUB)  

狼與無糖/藤原惠美作; KIYO.D 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69-

2 (第 1 冊:平裝)  

飢餓的弟弟,請攝取我的體液吧/椎奈

しな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09-406-2 (EPUB)  

素還真電影美術設定集/品蓮觀真電

影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2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47-6 (平裝)  

第二次的春天 第一次的親吻/原田唯

衣作; 揪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
鴻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72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

00-6173-9 (第 2 冊:平裝)  

悠久的娼女精靈 <<夢幻>>. 前篇/う

さぎなごむ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53-9 (平裝) NT$240  

*悠久的娼女精靈 <<夢幻>>. 前篇/う

さぎなごむ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6-64-5 (EPUB)  

*悠久的娼女精靈 <<夢幻>>. 前篇/う

さぎなごむ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6-81-2 (PDF)  

從今以後,兩個人/まちお郁作; 趙秋
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70-8 (EPUB)  

國王排名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220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05-5 (第

10 冊:平裝)  

殺手寓言/南勝久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6-396-6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397-3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異世界不倫: 討伐魔王十年後,夫妻

生活冷淡的前勇者與喪夫女戰士/大

井昌和原作; いのまる漫畫; 江昱霖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8203-6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8204-3 (第

2 冊:平裝) NT$130  

異世界後宮樂園. 番外篇: 禁慾修女

之國/赤月みゅう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2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47-8 (平裝) NT$320  

*異世界後宮樂園. 番外篇: 禁慾修女

之國/赤月みゅう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65-2 (EPUB)  

*異世界後宮樂園. 番外篇: 禁慾修女

之國/赤月みゅう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

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66-82-9 (PDF)  

啟示錄四騎士/鈴木央作; 林志昌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46-3 (第 4 冊:

平裝) NT$110  

這份喜歡是真的。/たき猫背作; 張

凱倫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04-1 (PDF)  

這份喜歡是真的。/たき猫背作; 張

凱倫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28-7 (EPUB)  

將我的所有全都奉獻給妳...: 老公大

人(假的)寵溺試婚契約!/やなぎりと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90-4 (EPUB)  

將你變美味的方法 /スワン諏訪子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410-9 (EPUB)  

組長女兒和幫手/つきや作; CHIKA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

1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

202-1 (第 1 冊:平裝)  

深夜中的庭園/塔夜綴作; 某批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92-0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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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夜中的庭園/塔夜綴作; 某批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24-8 (EPUB)  

宿命戀人. 5/Kazutaka 原作; 智弘櫻漫

畫 ; 林 志 昌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73-9 (EPUB)  

密室中的性愛成癮 /三川ケイヤ作; 

亞雷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2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76-0 (平裝)  

彩虹公寓/Elainee, NIN, 李瑋恩, 陳沛

珛, 墨里可, 盧卡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辣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32-5-1 (EPUB)  

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 /EROKI 原作; 

斑鰶幼魚漫畫; 蔡柏頤譯 .-- 1 版 .-- 

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67-6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被挑逗聲融化的身體/筑谷たか菜漫

畫; 黒之響原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6188-3 (PDF)  

被挑逗聲融化的身體/筑谷たか菜漫

畫; 黒之響原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6220-0 (EPUB)  

蛇神大人與祭品花姬/蓮水りく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63-5 (EPUB)  

專情的放蕩學妹/色のん作; Cato 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

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

141-4 (第 1 冊:平裝)  

專情的放蕩學妹. 1/色のん作; Cato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78-0 (EPUB)  

雪無香/千千夜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250-

0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51-7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 

這種事、人家不知道啦 /梨月詩作 ; 
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165-

4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66-1 (第 5 冊:平裝)  

甜蜜毒藥/賴長作; midori 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49-9 (第 1 冊:

平裝)  

甜蜜毒藥. 1/頼長作; midori 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52-9 (EPUB)  

麻辣教師 GTO.失落的樂園. 15/藤沢

亨作; 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93-7 (EPUB)  

麻辣教師 GTO 失落的樂園/藤沢亨作; 

李其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22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42-5 (第 17 冊:平裝) NT$105  

掠奪蜜月的下場/真山純作; 徐屹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00-6126-5 

(EPUB)  

掠奪蜜月的下場/真山純作; 徐屹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39-5 (PDF)  

被夢魔美食家守護著 /星名あんじ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4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94-2 (平

裝) NT$240  

*被夢魔美食家培育著 /星名あんじ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66-9 (EPUB)  

*被夢魔美食家培育著 /星名あんじ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83-6 (PDF)  

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?/卓二雄

作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32-2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33-9 (第 3 冊:平裝)  

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?. 2/卓二

雄作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81-0 (EPUB)  

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?. 3/卓二

雄作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82-7 (EPUB)  

野貓的餐桌 /暮作; 游若琪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20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03-8 (平

裝)  

爽臉男友(暫)鬼畜到讓人受不了/高

比良りと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6182-1 (平裝)  

爽臉男友(暫)鬼畜到讓人受不了/高

比良りと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200-2 (PDF)  

爽臉男友(暫)鬼畜到讓人受不了/高

比良りと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232-3 (EPUB)  

通靈童子 & a garden/武井宏之原作; 

鵺澤京漫畫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24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

978-957-26-8225-8 ( 第 2 冊 : 平 裝 ) 
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8343-9 (第

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40  

通靈童子 紅. 4/武井宏之原作; JET 草

村漫畫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65-4 (EPUB)  
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9/武井宏之作; 陳
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64-0 

(EPUB)  

通靈童子 0: zero/武井宏之作; 陳姿君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26-8288-3 (第 1 冊:平裝) 
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289-0 (第

2 冊:平裝) NT$140  

通靈童子 THE SUPER STAR. 4/武井

宏之作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64-7 (EPUB)  

無人車站. II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臺北

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66-50-8 ( 平 裝 ) 

NT$210  

*無人車站. II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68-3 (EPUB)  

*無人車站. II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臺

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85-0 (PDF)  

無人車站. III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28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96-6 (平

裝) NT$200  

無人島上只能吃催淫果實充飢!?/矼

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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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57-

7 (平裝) NT$210  

*無人島上只能吃催淫果實充飢!?/矼

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66-69-0 

(EPUB)  

*無人島上只能吃催淫果實充飢!?/矼

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86-7 (PDF)  

無人島情色野外求生: 無法無天的性

愛後宮創立計畫!?/秋村とき作畫; 神

月一八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02-4 (EPUB)  

掌心創世記/小川麻衣子作; 御門幻

流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

- 21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

404-8 (第 2 冊:平裝)  

給不滅的你. 15/大今良時作; 林志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53-4 (EPUB)  

須田同學不想被人發現/くわたたむ

子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98-0 (EPUB)  

黑色五葉草. 27/田畠裕基作; 趙秋鳳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39-8 (EPUB)  

朝向你的滿滿情意/じゃのめ作; 澤

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91-

3 (平裝) NT$140  

給我上天堂!/みちのくアタミ作; 徐

柔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63-3 (EPUB)  

渣男的正確使用法。/こしの作 .-- 臺
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9-397-3 (EPUB)  
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
團聽我號令/Jaki 原作; Yamorichan 漫

畫; 郭子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101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401-7 (第 2 冊:平裝)  

詛咒之子的隨從/柴宮幸作; 盧昀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74-6 (第 1 冊:平裝)  

詛咒之子的隨從. 1/柴宮幸作; 盧昀

詩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205-7 (PDF)  

詛咒之子的隨從. 1/柴宮幸作; 盧昀

詩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237-8 (EPUB)  

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/五十嵐正邦作; 

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25-4 (第 9 冊:平裝)  

最近的偵探真沒用. 9/五十嵐正邦作; 

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75-9 (EPUB)  

*黃金神威. 22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48-5 

(PDF)  

*黃金神威. 22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50-8 

(EPUB)  

*黃金神威. 23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49-2 

(PDF)  

*黃金神威. 23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
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51-5 

(EPUB)  

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 H

很有興趣. 2/有馬紘一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56-0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*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 H

很有興趣. 2/有馬紘一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67-6 (EPUB)  

*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 H

很有興趣. 2/有馬紘一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84-3 (PDF)  

菁英 Ω 不想要求偶: 激烈 α 的過激

求愛/Taguche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65-9 (EPUB)  

最後之戀: 祕密之花/かみしまあき

ら原作; 陳欣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2 .-- 23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9-065-5 (平裝)  

琥珀香草王子的新娘/倉田イツ子作; 

趙聖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26-5 (平裝) NT$150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37-1 ( 平 裝 首 刷 附 錄 版 ) 

NT$160  

絕倫地獄: 再次懷上我的孩子吧。/

もちゃろ作; HARU 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2-136-9 (第 3 冊:平

裝)  

絕倫地獄: 再次懷上我的孩子吧。. 

3/もちゃろ作; HARU 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06-2 (EPUB)  

最軟!東京人夫日記. 3: 大疫之年!日

本の防疫矛盾大對決/米奇鰻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14-2 (EPUB)  

渴望你觸碰制服下的我. Ⅱ/登田好

美作; 李其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71-5 (EPUB)  

結婚艦淫亂錄. 3/eno 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55-3 ( 平 裝 ) 

NT$210  

*結婚艦淫亂錄. 3/eno 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70-6 (EPUB)  

*結婚艦淫亂錄. 3/eno 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87-4 (PDF)  

貴貴的 100 件笨蛋事/PS 女孩貴貴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61-6 (EPUB)  

最棒的沼婚: 我們的關係非比尋常一

點都不普通/佐久野すまり作 .-- 臺北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79-9 (EPUB)  

最惡契約/劫零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1-146-9 (平裝)  



168 

 

最惡契約/劫零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79-7 (EPUB)  

*趁著醉意隨心所欲 /真白しろいろ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72-0 (EPUB)  

*趁著醉意隨心所欲 /真白しろいろ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89-8 (PDF)  

盜賊王的祕密新娘/神月凛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64-2 (EPUB)  

無罪之聲/吐崽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原動力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59-10-4 (第 3 冊:平裝) NT$200 .-

- ISBN 978-626-7059-11-1 (第 3 冊:平

裝首刷特典版) NT$240  

無罪之聲. vol.3/吐崽子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9-15-9 (EPUB)  

黑暗集會/近藤憲一作; 李俊銘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86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34-

5 (第 3 冊:平裝)  

黑暗集會. 3/近藤憲一作; 李俊銘譯 .-

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08-6 (EPUB)  

就算不回去也沒關係/内田カヲル作; 

小春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9-007-5 (EPUB)  

絕對不能對你說的事情/本山あこ作; 

mido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35-2 (第 1 冊:平裝)  

絕對不能對你說的事情. 1/本山あこ

作; midor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07-9 

(EPUB)  

*絕對男僕琉卡/故珍子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71-3 (EPUB)  

*絕對男僕琉卡/故珍子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88-1 (PDF)  

湧與浪: 自由中國號/狼七漫畫; 食夢

蟹編劇協力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9-626-6 (EPUB)  

進擊的巨人 . 34/諫山創作 ; 林志昌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99-9 (EPUB)  

無膽狗熊 TATAMI/曾正忠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2-3-7 (EPUB)  

惡魔和專情/織田綺作; 曲冰熙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63-

0 (平裝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1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06-4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1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38-5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10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6-3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10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7-7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11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5-6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11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8-4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12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7-0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12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9-1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2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07-1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2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39-2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3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08-8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3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0-8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4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09-5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4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1-5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5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0-1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5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2-2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6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1-8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6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3-9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7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2-5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7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4-6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8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3-2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8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5-3 (EPUB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9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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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14-9 (PDF)  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. 9/芦辺遊步作

畫; 池田悅子原作; 秦不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46-0 (EPUB)  

黑鐵魔法師/迷井豆腐原作;もくふう

漫畫; 蒼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101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31-5 (第 3 冊:平裝)  

黑鐵魔法師. 3/迷井豆腐原作;もくふ

う漫畫; 蒼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85-8 (EPUB)  

喜 歡 你 ,對 不起 。 /オカモト優作 ; 

KUMAK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4-995-6 (第 1 冊:平裝)  

想一輩子談傻傻的戀愛/星名あんじ

作 ; 陳 家 恩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05-0 (平裝) NT$140  

義呆利 World★Stars. 5/日丸屋秀和作; 
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69-5 

(EPUB)  

椿町的寂寞星球. 12/山森三香作; 趙
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170-1 

(EPUB)  

椿町的寂寞星球. 13/山森三香作; 趙
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305-7 

(EPUB)  

飼育員前輩的觀察記錄/春野アヒル

作 ; 陳 家 恩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東 立 , 

11101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07-4 (平裝) NT$140  

愛使壞的青梅竹馬吻了我!/三浦ひら

く作; AC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10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44-5 (平裝)  

愛使壞的青梅竹馬吻了我!/三浦ひら

く作; AC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1-171-1 (EPUB)  

想要早點成為大人 /金魚缽でめ作; 

志野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33-8 (平裝)  

葬送的芙莉蓮/山田鐘人原作; アベ 

ツカサ漫畫; 里歐貝萊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248-7 ( 第 6 冊 : 平 裝 ) 

NT$100  

葬送的芙莉蓮. 3/山田鐘人原作; 阿

部司漫畫; 里歐貝萊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8141-1 (EPUB)  

催眠麥克風: Division Rap Battle: side 

F.P & M. 2/EVIL LINE RECORDS 原

作; 城キイコ漫畫; 尤靜慧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55-8 (EPUB)  

催眠麥克風: Division Rap Battle: side 

F.P & M. 3/EVIL LINE RECORDS 原

作; 城キイコ漫畫; 尤靜慧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54-1 (EPUB)  

新宿 69 天國/ウノハナ作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87-1 (EPUB)  

敬啟者: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/高坂

曇天作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13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1-134-6 (第 2 冊:平

裝)  

敬啟者: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. 2/高

坂曇天作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86-5 (EPUB)  

裏帳號妄想女子/菖蒲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6-52-2 ( 平 裝 ) 

NT$230  

*裏帳號妄想女子/菖蒲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73-7 (EPUB)  

*裏帳號妄想女子/菖蒲作 .-- 臺北市 : 

買動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66-90-4 (PDF)  

新常態/相原瑛人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84-0 (EPUB)  

嫁給正臣同學了。/兎山文奈伽原作; 

烏丸歌夏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00-6171-5 (第 1 冊:平

裝)  

嫁給正臣同學了。. 1/烏丸歌夏(烏丸

かなつ)漫畫; 兎山文奈伽(兎山もな

か)原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195-1 (PDF)  

嫁給正臣同學了。. 1/烏丸歌夏(烏丸

かなつ)漫畫; 兎山文奈伽(兎山もな

か)原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00-6227-9 (EPUB)  

準備好親吻/真白しろいろ作 .-- 臺北

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66-92-8 ( 平 裝 ) 

NT$200  

禁愛: 獸人 α 與 Ω 的戀情/ともち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92-8 (EPUB)  

蜂蜜色色。/山田愛妃作; 蘇涵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89-0 (PDF)  

蜂蜜色色。/山田愛妃作; 蘇涵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21-7 (EPUB)  

新網球王子/許斐剛作; 依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86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32-1 (第

29 冊:平裝)  

新網球王子. 29/許斐剛作; 依文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09-3 (EPUB)  

傲嬌狐狸輕咬花朵/あやみね稜作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183-3 (EPUB)  

想藉由你的手改變/ほむらじいこ作; 

謝民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4-992-5 (平裝)  

蜜月/AJI DOUMOR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66-6 (EPUB)  

齊木楠雄的災難. 15/麻生周一作;  江

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26-8303-3 

(EPUB)  

蜜色辦公室/広枝出海作畫; pinori 原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9-399-7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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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男子有個祕密/小丸オイコ作; 都

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10-9 (EPUB)  

與你的成長/明治加奈子作; 秦不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177-7 (上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6178-4 (下

冊:平裝)  

與你的成長. 上/明治加奈子作; 秦不

虫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96-8 (PDF)  

與你的成長. 下/明治加奈子作; 秦不

虫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97-5 (PDF)  

與你的成長. 上/明治加奈子作; 秦不

虫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228-6 (EPUB)  

與你的成長. 下/明治加奈子作; 秦不

虫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南 市  : 長 鴻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229-3 (EPUB)  

說你喜歡我/五城タイガ作; 加奈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56-2 (平裝) 

NT$140  

蜜果/akabeko 作; midori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67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68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蜜果. 1/akabeko 作; midori 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11-6 (EPUB)  

蜜果. 2/akabeko 作; midori 譯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12-3 (EPUB)  

與 陌 生 人 同 居 中 的 我 。 /Natsuko 

Koma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85-7 

(EPUB)  

與鬼怪共度的日常. 上/灼作; 林玟伶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76-0 (EPUB)  

與鬼怪共度的日常. 下/灼作; 林玟伶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77-7 (EPUB)  

滿員電車與我/小指作; 魏嫚秀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20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04-

5 (平裝)  

圖書館的大魔法師= 図書館の大魔

術師/泉光作; 唯川聿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四季國際, 11012 .-- 256 面; 18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661-43-1 (第 2

冊:平裝) NT$140  

鳴鳥不飛. 7/ヨネダコウ作; 藤崎ス

グル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19-5 (PDF)  

鳴鳥不飛. 7/ヨネダコウ作; 藤崎ス

グル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39-3 (EPUB)  

舞動青春. 10/竹內友作; 郭名珊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295-1 (EPUB)  

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4-

5/吳祥敏著; 夏吉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57-4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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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7-3-6 (PDF)  

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4-

5/吳祥敏著; 夏吉安, 莊建宇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357-6-7 

(EPUB)  

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: 

愛惹麻煩的金龜子/吳祥敏作; 夏吉

安, 莊建宇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快樂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7-7-4 (PDF)  

漫畫昆蟲記: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: 

愛惹麻煩的金龜子/吳祥敏作; 夏吉

安, 莊建宇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快樂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7-8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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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7-5-0 (EPUB)  

蜘蛛與性/ニクヤ乾作; AKI 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70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8208-1 ( 平 裝 ) 

NT$140  

滴答滴答/板垣巴留作; 吳勵誠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16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55-5 (平裝) 

NT$130  

漫話中國史. 3, 刀光劍影的隋唐五代

十國 /王禾瑪編劇; 巽陵漫畫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 11012 .-- 17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6-21-

1 (平裝) NT$280  

誤解的 BL: 雨天借宿的故事。/イチ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56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00-1 (平

裝) NT$300  

*誤解的 BL: 埋頭學習卻毫無進展。

/イチ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74-4 

(EPUB)  

*誤解的 BL: 埋頭學習卻毫無進展。

/イチ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91-1 

(PDF)  

與遊戲網友見面,來的是職場鬼上司/

ん村作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68-5 (EPUB)  

遙遠的小鎮. 上/谷口治郎著; 章澤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39-6 (EPUB)  

遙遠的小鎮. 下/谷口治郎著; 章澤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40-2 (EPUB)  

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

險/津留崎優原作; 池澤真漫畫; 弁天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

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

072-0 (第 2 冊:平裝)  

精靈寶可夢 SPECIAL 太陽.月亮/山本

智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31-4 (第 3 冊:平裝)  

*臺灣稻米奇蹟/夜未央 MiO 漫畫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76-7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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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不要放開這雙手/咲本﨑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86-4 (EPUB)  

誰叫他如此可愛,還生了２個孩子/猫

田リコ作; 趙聖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101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22-7 (平裝) NT$140  

影宅/ソウマトウ作; 陳鈞然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60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71-3 (第

8 冊:平裝)  

影宅(全彩版)/ソウマトウ作; 陳鈞然
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079-9 (EPUB)  

鄰居總是欲求不滿很困擾!/meco 作; 

朔小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09-9 (EPUB)  

播音室是縱慾部屋/天仁屋よしわき
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40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95-9 (平

裝) NT$220  

輪迴之夏. 2/itz 作; 朔小方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9-008-2 

(EPUB)  

輪迴第７次的惡役令孃,在前敵國享

受自由自在的新娘生活/雨川透子原

作; 木乃ひのき漫畫; 王杉珊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8211-1 (第 1 冊:平

裝) NT$130  

劍鬼戀歌: Re: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

活†真銘譚/長月達平, 大塚真一郎, 

野崎つばだ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

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- 153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94-2 (第 3 冊:

平裝)  

請教我色色的事情 /晴屋うまこ作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80-7 (平裝)  

請教我色色的事情 /晴屋うまこ作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193-7 (PDF)  

請教我色色的事情 /晴屋うまこ作; 
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

6225-5 (EPUB)  

劇畫 少女與戰車 = Gekiga girls and 

panzer/小林源文作; 張詠翔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, 11011 .-- 128 面; 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7-0-3 (平

裝) NT$420  

墜落 JK 與廢人老師. 4/sora 作; 吳美

嬅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06-4 (EPUB)  

熱愛王子: 愛戀著妳的哥哥/青月ま

どか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2-168-0 

(EPUB)  

熟齡侯爵的戀愛思春期 /飛鳥りな
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67-3 (EPUB)  

骷髏龍的寶貝女兒/雪白いち作; 黎

維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青文 , 

11101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30-7 (第 1 冊:平裝)  

骷髏龍的寶貝女兒. 1/雪白いち作; 

黎維津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13-0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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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102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407-9 (第 3 冊:平裝)  

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/松本ひで吉原
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10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411-6 (第 3 冊:平裝)  

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/山本崇一朗

作; 泪紫音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10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6-402-4 (第 15 冊:平裝)  

貓咪超有事. 2, 尋找灰胖之旅/黃阿

瑪, 志銘與狸貓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布克文化, 11010 .-- 176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75-9 (平裝) 

NT$330  

戰神的寵鷹/辰日ろし作 .-- 臺北市 : 

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9-388-1 (EPUB)  

閻鐵花. 2/常勝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辣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32-4-4 (EPUB)  

膽小公主與溺愛騎士/叶あきら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89-8 (EPUB)  

總之就是很可愛 官方 FANBOOK 結

婚金言集/畑健二郎作; 柯冠廷譯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2 .-- 128 面; 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69-0 (平

裝)  

懇求或接吻都不必了/おしず。作 .-- 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9-382-9 (EPUB)  

營業二課!/金井桂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8197-8 (第 2 冊:平

裝) NT$140  

薰: 氣味/ミギノヤギ作; 馮鈺婷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4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87-6 (平裝) 

NT$140  

藍色時期. 8/山口飛翔作; Niva 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296-8 (EPUB)  

藍色婚姻/Takahashi Misa 作 .-- 臺北

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169-7 (EPUB)  

雙性/葦原旭作; 何硯鈴譯 .-- 臺北市 : 
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2-114-7 (EPUB)  

雙性/葦原旭作; 何硯鈴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178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29-1 (平裝)  

雙星之陰陽師/助野嘉昭作; 陳書萍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00 面; 
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41-8 (第

26 冊:平裝) NT$100  

雙星之陰陽師. 23/助野嘉昭作; 蔡夢
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66-4 (EPUB)  

獸人貴族的珍愛伴侶 /桑原祐子作; 

AKI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76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10-

4 (平裝) NT$140  

獸人與少年 Ω 的命定契約/羽純ハナ

作; Shin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49-4 (第 6 冊:平裝) NT$140  

藤子.F.不二雄大全集: 超能力魔美/

藤子.F.不二雄作; kimi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364 面; 21 公



172 

 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28-4 (第 2 冊:

平裝)  

難以承受的戀情/篠崎マイ作; 趙秋
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57-

9 (平裝) NT$140  

關於那些永無止盡的不幸故事(新裝

版)/緒川千世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101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254-8 (平裝) NT$140  

關於那個男人.惡魔/秋葉東子作; 流

川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04-993-2 (平裝)  

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. 17/

伏瀨原作 ; 川上泰樹漫畫 ; 張紹仁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59-6 (EPUB)  

爆笑科學王 1-5 套書/辛泰勳作; 羅承

暈繪; 鄧瑾又, 曾子珉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華文精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86-98862-8-4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600  

鯨鯊桑 : 悠遊自在的生活 /Takeuchi 

Yumiko 圖文; 夏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6-81-0 (EPUB)  

觸不可及的旅途盡頭 /鎌谷悠希作; 
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338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 

寶馬王子(新裝版)/手塚治虫原作; 謝

怡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9-068-

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9-

069-3 (第 3 冊:平裝)  

魔王難為/紅淵原作; 蔡鴻忠漫畫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76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41-5 (第 10

冊:平裝)  

魔法帽的工作室= とんがり帽子の

アトリエ/白濱鷗作; 唯川聿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季國際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8661-42-4 (第 3 冊:

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8661-

44-8 (第 3 冊:精裝特裝版) NT$250  

戀 愛 中 的 繭 居 族 : 請 對 我 出 手

吧!/Sagara Chie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70-3 (EPUB)  

讓我討厭你. 1/ひじき作; 徐柔譯 .-- 

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147-3 (EPUB)  

靈魂侵蝕. Vol.3= Sanctify. Vol.3/生鐵

落漫畫; Fox 編劇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

南市 : 楓林館工作室, 11012 .-- 240 面; 
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31-5-5 (平

裝)  

鑽石王牌 act II. 22/寺嶋裕二作; 方郁
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07-1 (EPUB)  

冥府狩獵者. 4/蝴蝶(Seba)原著; 陳漢

民漫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悅智文化
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988-1-7 (EPUB) 

NT$280  

小說及雜文 

(新譯)文學鬼才芥川龍之介悟覺人

性: 從<老年>到<河童>,10 則短篇揪

住生命的複雜與矛盾/芥川龍之介原

作; 尹仲敏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

學習, 11011 .-- 約 415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63-7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50  

365 行之異想天開/ami 亞海著 .-- 新

北市 : 41%海風的甜度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43-9536-1 

(EPUB)  

365 行之親戚別計較/ami 亞海著 .-- 

新北市 : 41%海風的甜度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43-9537-8 

(EPUB)  

发现了校霸的秘密之后 /無骨香蕉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旭儒, 11101 .-- 

200 面 ; 18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364-2-9 (平裝) NT$300  

恶名远播的大佞臣原来是个美强惨/

白菜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旭儒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364-6-

7 (上卷:平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

626-95364-7-4 (下冊:平裝) NT$400 .-- 

ISBN 978-626-95364-8-1 (全套:平裝) 

NT$800  

横行天下. 1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89-4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0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8-6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1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9-3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2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0-1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3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1-8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4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2-5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5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3-2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6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4-9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7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5-6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8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6-3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19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7-0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2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0-0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20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101-08-7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3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1-7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4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2-4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5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3-1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6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4-8 (EPUB) NT$12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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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行天下. 7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5-5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8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6-2 (EPUB) NT$125  

横行天下. 9/妖精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77-97-9 (EPUB) NT$125  

A vote for death: a novella/author Edwin 

Brightwater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簡瑞

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43-9559-0 (EPUB)  

A vote for death: a novella/by Edwin 

Brightwater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Niels 

Jensen, 11012 .-- 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65-1 (平裝)  

Another 2001/ 綾 辻 行 人 著 ; 涂 紋 凰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823-9 

(PDF)  

ASK ME WHY: 然後我會說我愛你/

古市憲壽作; 王美娟譯 .--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10-2 (PDF)  

ASK ME WHY: 然後我會說我愛你/

古市憲壽作; 王美娟譯 .--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30-0 (EPUB)  

De la Estirpe/Fernando Darío González 

Grueso[作] .-- [初版] .-- 臺中市 : 佳台

書店, 11011 .-- 24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663-8-0 (平裝)  

Fate/Requiem. 2/ 星 空 流 星 作 ; 

hundred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09-6 (PDF)  

Fate/Requiem. 2/ 星 空 流 星 作 ; 

hundred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27-0 (EPUB)  

Incredible Mandarin/國立清華大學華

語中心, 陳淑芬, 陳慶華, 劉殿敏, 張

箴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43-6 (PDF)  

Infinite Dendrogram 無 盡 連 鎖 . 15, 

<GAME OVER>/海道左近作; 黃則霖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78-7 (EPUB)  

My Ride, I Love You 心動騎遇/Patrick 

Rangsimant 作; 烤鴨的鴨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64-3 (EPUB)  

Public Persona 虛假人設/ami 亞海作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63-6 

(EPUB)  

Re: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. 25/長月

達平作; 黃盈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84-3 (EPUB)  

Special retrospective on the twent-

fifth/editors Kuo-ch'ing Tu, Terence 

Russell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 , 

11012 .-- 304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50-522-8 (平裝)  
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. 

7/川原礫作; 周庭旭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59-9 (EPUB)  

To kill a demon: a novel/by Edwin 

Brightwater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Niels 

Jensen, 11101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19-4 (平裝)  

To kill a demon: a novel/author Edwin 

Brightwater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簡瑞

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43-9547-7 (EPUB)  

[我的英雄學院 雄英白書]櫻 不會哭

泣的赤鬼?/堀越耕平原作; 誉司アン

リ作; 劉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10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319-4 (平裝)  

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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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

3/kiki 作; 陳柏安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82-9 (EPUB)  

一切皆有可能 /伊麗莎白 .斯特勞特

(Elizabeth Strout)著; [賈曉光譯]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06-266-9 

(EPUB)  

一位大師的誕生/侯宗華, 洪裕淵著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580-5 

(EPUB) NT$182  

一杯熱奶茶的等待/詹馥華作 .-- 臺北

市 : 蓋亞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19-617-4 (EPUB)  

一起走過愛的蠻荒: 讓瞭解安撫恐懼,

從思覺失調症體會被愛的失落與期

盼/文國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1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86-6 (精裝) NT$360  

一級玩家/恩斯特.克萊恩(Ernest Cline)

作; 郭寶蓮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田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42-5 (EPUB)  

一級玩家. II, 二級玩家/恩斯特.克萊

恩(Ernest Cline)作 ; 黃鴻硯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37-1 (EPUB)  

一根菸的時間/追奇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95-5 (PDF)  

一根菸的時間/追奇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96-2 (EPUB)  

一龍四鳳. 上冊/白秋水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2-1 

(PDF) NT$300  

一龍四鳳. 下冊/白秋水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3-8 

(PDF) NT$300  

人形軟體/譚劍著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19-614-3 (EPUB)  

九星之主/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
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16-6 (第 2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17-3 (第 26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18-

0 (第 2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19-7 ( 第 28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46-3 (第

2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47-0 (第 3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48-7 (第 31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49-

4 (第 3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55-5 ( 第 3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56-2 (第

3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57-9 (第 3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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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626-311-458-6 (第 36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人族鎮守使/白駒易逝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24-3 (第 5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32-8 (第 6 冊:

平裝)  

山本/賈平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田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50-0 (EPUB)  

三生三世步生蓮. 貳, 神祈/唐七著 .-- 

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38-2-4 (PDF)  

大江戶火龍改/夢枕貘著; 高詹燦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3-15-5 

(EPUB)  

山在虛無縹緲間/尼西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留守番工作室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7-5-2 (PDF)  

大君凶猛/小明太難了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04-3 (第 9 冊:平裝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05-0 (第

1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06-7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07-4 (第 12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小肺人的半肺人生: 341 天戰勝罕病

NTM,重新奪回呼吸的自由!/謝子瑩

口述; 謝子瓔文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84-3 (EPUB) NT$224  

亡者之謎 Manner of Death. 上/Sammon

作; 許瑤蓉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11-9 (PDF)  

* 亡 者 之 謎 Manner of Death. 下

/Sammon 作; 許瑤蓉譯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12-6 (PDF)  

亡者之謎 Manner of Death. 上/Sammon

作; 許瑤蓉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

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31-7 (EPUB)  

* 亡 者 之 謎 Manner of Death. 下

/Sammon 作; 許瑤蓉譯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32-4 (EPUB)  

小叔叔/郁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旭

儒 , 11101 .-- 冊  .-- ISBN 978-626-

95364-3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300 .-- 

ISBN 978-626-95364-4-3 (第 2 冊:平裝) 

NT$300 .-- ISBN 978-626-95364-5-0 (全

套:平裝) NT$600  

大荒人仙/言歸正傳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438-8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39-5 (第

1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40-1 (第 1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41-8 (第 20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. 

3/御宮ゆう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49-0 (EPUB)  
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116-8 (第 70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17-5 (第 7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18-2 (第 72

冊:平裝)  

大賢者的愛徒: 防禦魔法推廣記. 1/

ナカノムラアヤスケ作; 許國煌譯 .-- 

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2-087-4 (EPUB)  

小魔女諾貝塔外傳小說: 塔妮亞的追

憶之詩 /值言作  .-- 臺北市  : 東立 , 

1110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324-8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

26-8325-5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太乙/霧外江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28-9 ( 第 19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29-6 (第

2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30-2 (第 2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31-9 (第 22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不小心約到上司怎麼辦/希澄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77-4-9 

(EPUB)  

少女皮膚之島/周念延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24-1 (EPUB)  

天久鷹央的推理病歷表. IV, 悲戀症

候群/知念実希人作; 周若珍譯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26-8310-1 (平裝)  
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. 5/八ツ橋皓

作 ; 黃 品 玟 譯  .-- 臺 北 市  : 青 文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090-4 (EPUB)  

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/羊太

郎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10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320-0 (第 9 冊:平裝)  

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. 8/羊

太郎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329-3 (EPUB)  

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. 18/

羊太郎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59-3 (EPUB)  

文身 /岩井圭也著; 李彥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73-19-3 

(EPUB)  

午夜前的南瓜馬車/牧童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58-10-7 (EPUB)  

不健全兼職偵探. 2/紫曜日作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179-4 (EPUB)  

天國旅行/三浦紫苑著; 丁世佳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54-0 

(EPUB) NT$189  

天殘七鼎. 下冊/白虹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6-9 (PDF) 

NT$300  

天殘七鼎. 上冊/白虹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4-5 (PDF) 

NT$300  

天殘七鼎. 中冊/白虹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5-2 (PDF) 

NT$300  

天道方程式/二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414-2 ( 第 9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15-9 (第

10 冊:平裝) NT$1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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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靈之旅: 寫作和寫書的勇氣/李淵

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79-0 (PDF) NT$350  

古.惑之狼女/月輪著 .-- 版 .-- 臺北市 : 

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79-9 (EPUB) NT$182  

田中: 年齡等於單身資歷的魔法師. 

6/ぶんころり作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51-3 (EPUB)  

末日時在做什麼?能不能再見一面?. 

9/枯野瑛作; 李文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50-6 (EPUB)  

半仙/躍千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
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42-5 (第 9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43-2 (第 10 冊:平
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44-

9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45-6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90  

生生死死: 死亡不是永別,忘記才是/

周作人, 魯迅, 梁實秋等著; 陳平原

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32-5 

(EPUB) NT$299  

左右兩邊都是妹妹 ,哥哥想選的是

誰?. 1/惠比須清司作; 李殷廷譯 .-- 臺

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2-080-5 (EPUB)  

白色世紀. I/余卓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06-5 (PDF)  

白色世紀. I/余卓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24-9 (EPUB)  

白色世紀. II/余卓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07-2 (PDF)  

白色世紀. II/余卓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25-6 (EPUB)  

白色世紀. III/余卓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08-9 (PDF)  

白色世紀. III/余卓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26-3 (EPUB)  

玄門醫聖/魚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32-6 ( 第 68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33-3 (第

69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34-0 (第 70 冊:平裝) NT$190  

平面犬/乙一著; 龔婉如譯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3-16-2 (EPUB)  

玄星仙帝/姬叉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24-1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25-8 (第

1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26-5 (第 1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27-2 (第 20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世紀末書商. 1/八千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49-8 (PDF)  

世界最強後衛: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. 

7/とーわ作; 龔持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26-8330-9 (EPUB)  

打破人生幻鏡的四個約定: 你不必被

困在這裡,而是活出前所未有的滿足、

快樂與自由/唐.米蓋爾.魯伊茲(Don 

Miguel Ruiz), 珍 妮 特 . 密 爾 斯 (Janet 

Mills)著; 蕭寶森譯 .-- 臺北市 : 柿子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496-53-1 (EPUB) NT$320  

仙窟風雲. 第一冊/丁立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7-6 

(PDF) NT$300  

仙窟風雲. 第二冊/丁立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8-3 

(PDF) NT$300  

仙窟風雲. 第三冊/丁立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9-0 

(PDF) NT$300  

四遊記/蕭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63-7 (PDF)  

四遊記/蕭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68-2 (EPUB)  

北漂的秘密/白薔薇編著 .-- 第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絲文創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37-2-1 (EPUB)  

半調子神偷/夢雲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58-483-6 (EPUB)  

未踏召喚: //鮮血印記. 9/鎌池和馬作; 

可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54-4 (EPUB)  

由諸神養育的神子,將成為世界最強/

羽田遼亮作; AKI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185-

5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8186-2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 

由諸神養育的神子,將成為世界最強. 

1/羽田遼亮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331-6 (EPUB)  

玉簫銀劍記. 上冊/尉遲玄原著 .-- 臺

北 市  :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23-10-6 (PDF) NT$300  

玉簫銀劍記. 下冊/尉遲玄原著 .-- 臺

北 市  :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23-11-3 (PDF) NT$300  

仙藥大亨/寂寞我獨走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19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084-0 (第

16 冊:平裝)  

仙藥大亨/寂寞我獨走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06-9 (第 17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20-5 (第 1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21-2 

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122-9 (第 20 冊:平裝)  
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101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325-099-4 (第 132 冊:

平裝)  

*回收業 ALPHA/辭鏡(oPTT)作 .-- 再

版 .-- 高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310-7-4 

(EPUB) NT$170  

因為愛,不必解釋/雪倫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8-083-3 (EPUB) 

NT$16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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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逃公主/糖蜜豆兒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111-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12-0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13-7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14-4 (第 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15-1 

(第 5 冊:平裝)  

合租房屋的性活規則/佐藤知行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24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6-97-

3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  

血海殘魂. 上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12-0 

(PDF) NT$300  

血海殘魂. 下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14-4 

(PDF) NT$300  

血海殘魂. 中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13-7 

(PDF) NT$300  

冰 島 暗 湧 / 拉 格 納 . 約 拿 森 (Ragnar 

Jonasson)著; 蘇雅薇, 林零譯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臉譜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5-063-8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050  

在異世界買土地開闢農場!/岡沢六十

四作; 吳苾芬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 , 

1110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328-6 (第 3 冊:平裝)  

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,在現實

世界照樣無敵: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

運/美紅作; 龔持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

立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

8231-9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

26-8232-6 (第 5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在惡魔先生床上醒來的那天 /咪兔

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4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23-1 (第

2 冊:平裝)  

地獄門高中/傅遙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寶國際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6-294-1 (EPUB)  

地獄樂 泡沫之夢/賀来ゆうじ原作; 

菱川さかく作; 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10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342-2 (平裝)  

光影之間/陳竹奇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致良, 11012 .-- 158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754-34-6 ( 平 裝 ) 

NT$168  

老闆不要太性感/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29-2 (PDF)  

老闆不要太性感/貞子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32-2 (EPUB)  

赤心巡天/情何以甚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400-5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01-2 (第

1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02-9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03-6 (第 16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192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081-9 (第 91

冊:平裝)  
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100-7 (第 9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01-4 (第 9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02-1 (第 9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03-8 

(第 95 冊:平裝)  

佐佐木與文鳥小嗶. 1, 想在異世界享

受悠哉生活,卻在現代被捲入異能戰

鬥: 魔法少女好像開始熱身了/ぶん

ころり作; 郭蕙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10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313-2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

26-8314-9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佛佛道道: 問余何適,廓而忘言。華

枝春滿,天心月圓/許地山, 周作人, 豐

子愷等著; 陳平原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

縣 : 方集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71-330-1 (EPUB) NT$299  

我的 HAPPY 日記/桐真作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333-0 (EPUB)  

我的女友是老師/鏡遊作; 陳柏伸譯 .-

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26-8311-8 (第 9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957-26-8312-5 (第 9 冊:平裝

首刷限定版)  

我的女友是老師. 5/鏡遊作; 陳柏伸
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180-0 (EPUB)  

我的弟子最強最可愛 /赤石赫々作; 

何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40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21-

7 (第 1 冊:平裝)  

那些狂烈的安靜/陳育萱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75-8 (EPUB)  

你是北極星/三浦紫苑著; 林佩瑾譯 .-

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漫 遊 者 文 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9-555-7 (EPUB) NT$203  

狂風沙(風雲三十紀念版)/司馬中原

著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35-

2 (全套:平裝) NT$960  

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!/三嶋与夢

作; 偽善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326-2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8327-9 (第 3
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狂骨之夢 . 上/京極夏彥著; 蔡佩青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10-0 (EPUB)  

狂骨之夢 . 下/京極夏彥著; 蔡佩青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3-11-7 (EPUB)  

我書裡的男主角才沒有那麼討人厭!/

蔚海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 : 長鴻 , 

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00-6184-5 (平裝) NT$250  

希望之罪/雫井脩介作; 王蘊潔譯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春天出版國際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41-480-9 (EPUB) NT$256  
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25-082-6 (第 6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83-3 (第 62 冊:平裝)  

邪惡紳士/吉恩.海爾(Ginn Hale)著; 葉

旻蓁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留守番工

作室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77-6-9 (PDF)  

低智商犯罪/紫金陳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39-8-5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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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園春. 上冊/余心奇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15-1 (PDF) 

NT$300  

沁園春. 下冊/余心奇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16-8 (PDF) 

NT$300  

我選擇的那一個人/筆恩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58-11-4 (EPUB)  

克羅洛戰記. 2,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,最

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/サイトウ

アユム作; 林均鎂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

8332-3 (EPUB)  

克蘇魯三部曲: H.P.洛夫克拉夫特經

典傑作合輯/H.P.洛夫克拉夫特(H.P. 

Lovecraft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堡壘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66-7-3 (PDF)  

克蘇魯三部曲: H.P.洛夫克拉夫特經

典傑作合輯/H.P.洛夫克拉夫特(H.P. 

Lovecraft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堡壘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66-8-0 (EPUB)  

克蘇魯三部曲: H.P.洛夫克拉夫特經

典傑作合輯/H.P.洛夫克拉夫特(H.P. 

Lovecraft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堡壘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92-04-0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1330  

克蘇魯事件簿. 1, 夏洛克.福爾摩斯與

沙德維爾暗影 /詹姆斯 .洛夫葛羅夫

(James Lovegrove)著 ; 李函譯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2-01-9 (PDF)  

克蘇魯事件簿. 1, 夏洛克.福爾摩斯與

沙德維爾暗影 /詹姆斯 .洛夫葛羅夫

(James Lovegrove)著 ; 李函譯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92-03-3 

(EPUB)  

返/季夫(Zeeve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拾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8897-1-1 (EPUB)  

雨中的月亮/葉天祥作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88-1 (EPUB) 

NT$175  

往日餘生/微混吃等死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50-4 (PDF)  

屈服(龔固爾文學獎得主韋勒貝克震

撼全法之作)/米榭.韋勒貝克(Michel 

Houellebecq)作; 嚴慧瑩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0-136-4 (EPUB)  

法官和他的劊子手/弗里德里希.迪倫

馬特(Friedrich Dürrenmatt)著; 趙崇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832-1 

(PDF)  

武林舊事 . 卷一 , 青城劣徒/賴魅客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4-05-1 (EPUB)  

武林舊事 . 卷二 , 亡命江湖/賴魅客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4-06-8 (EPUB)  

武林舊事 . 卷三 , 太白試劍/賴魅客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4-07-5 (EPUB)  

武林舊事 . 卷四 , 決戰皇城/賴魅客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4-08-2 (EPUB)  

松花釀酒/小箐嵐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00-6185-2 ( 平 裝 ) 

NT$250  

返家 /瑟巴斯提昂 .費策克 (Sebastian 

Fitzek)著; 黃淑欣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82-6 (PDF)  

法師三定律. 1: 與屍體共度的法師助

理之夜/笑獅拔劍著.繪 .--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笑獅拔劍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10-1 (EPUB)  
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. 5/

二丸修一作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58-2 (EPUB)  

命理師在做啥: 算命是「生涯規劃」,

迷信的人別來問!/羅嫻著 .-- 臺北市 : 

柿子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496-54-8 (EPUB) NT$320  
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. 5/

しめさば作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1-160-5 (EPUB)  

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. 7, 於是

舞孃自黃泉歸來/五示正司作; 徐維

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24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33-

3 (平裝 ) .-- ISBN 978-957-26-8234-0 

(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奔跑在太陽升起的地方/賴勝龍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589-8 

(EPUB) NT$175  

花嵐的血族/夜光花作; 王美娟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16-4 (PDF)  

花嵐的血族/夜光花作; 王美娟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36-2 (EPUB)  

金蛟鞭. 第一冊/鈺釗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17-5 (PDF) 

NT$300  

金蛟鞭. 第二冊/鈺釗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18-2 (PDF) 

NT$300  

金蛟鞭. 第三冊/鈺釗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19-9 (PDF) 

NT$300  
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
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25-119-9 (第 4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325-128-1 (第 49 冊:平裝)  

來讀詩經與論語: <<有了詩就不一樣:

來讀<詩經>吧!>> + <<做自己的煉金

術師:來讀<論語>吧!>>/黃秋芳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30-1 

(EPUB)  

來讀詩經與論語: <<有了詩就不一樣:

來讀<詩經>吧!>> + <<做自己的煉金

術師:來讀<論語>吧!>>/黃秋芳作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29-5 

(PDF)  

相公請下堂/遠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信昌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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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6-0753-80-6 (第 1 卷:平裝) NT$250 .-

- ISBN 978-986-0753-81-3 (第 2 卷:平
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82-

0 (第 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

986-0753-83-7 (第 4 卷:平裝) NT$250 .-

- ISBN 978-986-0753-84-4 (全套:平裝)  

重生之換個老公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30-8 (PDF)  

重生之換個老公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33-9 (EPUB)  

後庄赤羌仔/郭雅蘋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90-4 (EPUB) 

NT$196  

*紅色暗流/黃俊菖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市 : 富辰創意印刷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46-2-2 (PDF)  

紅妝搶匪/夢雲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84-3 (EPUB)  

為你寫一首名為閃亮的歌 /烏瞳貓

著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要 有 光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8-12-1 (EPUB)  

致命登入/吳曉樂著 .-- 臺北市 : 鏡文

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4-19-2 (PDF) NT$266  

紅皇后/胡安.高美(Juan Gómez: Jurado)

作; 謝琬湞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01-0 (PDF)  

紅皇后/胡安.高美(Juan Gómez: Jurado)

作; 謝琬湞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29-4 (EPUB)  

*皇帝的獨生女. 1/YUNSUL 作; 蔡宛

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知翎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87-351-4 (PDF)  

*約炮禮儀/辭鏡(OP)文 .-- 再版 .-- 高

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10-9-8 (EPUB) 

NT$30  

流浪者之歌: 你的靈魂,就是整個世

界!赫曼.赫塞傳世之作,出版 100 週年

紀念版 (歌德金質獎章譯者典藏譯

本)/赫曼.赫塞(Hermann Hesse)著; 楊

武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5-01-0 (EPUB)  

流浪者之歌: 你的靈魂,就是整個世

界!赫曼.赫塞傳世之作,出版 100 週年

紀念版 (歌德金質獎章譯者典藏譯

本)/赫曼.赫塞著; 楊武能譯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5-02-7 (PDF)  

*紅骨髓/王祥夫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崧燁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952-7 (EPUB)  

急診室的奇蹟/蘇愚著 .-- 臺北市 : 華

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0-33-1 (EPUB)  

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安可短篇

集. 10/橘公司作; Q 太郎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48-3 (EPUB)  

重裝基兵/高樓大廈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453-1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54-8 (第

18 冊:平裝) NT$190  

是誰偷走我的心/秋陽作 .-- 宜蘭縣 : 

北極之光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121-3-3 (EPUB) 

NT$200  

朕/王梓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
文化, 11101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5-133-5 (第 5 冊:平裝)  

逃亡小說集/吉田修一作; 高詹燦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824-6 (PDF)  

烈火的血族/夜光花作; 王美娟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17-1 (PDF)  

烈火的血族/夜光花作; 王美娟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37-9 (EPUB)  

倖存之家/安.派契特(Ann Patchett)著; 

李靜宜譯 .-- 臺北市 : 寂寞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23-3-9 

(EPUB)  

時光和你都很美/葉非夜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08-1 (第 4 冊:平裝) 

NT$2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09-8 (第

5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10-4 (第 6 冊:平裝) NT$280  

起初/遇見= In the beginning+meeting/

渲天愛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天愛工

作室, 11011 .-- 22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26-1-2 (精裝)  

朕來了!皇帝尬聊室: 坐過龍椅的都

來 : 宇宙第一群(422)/趣哥著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84-628-4 

(EPUB)  

時尚美人/雲出岫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58-486-7 (EPUB)  

桃花榭/沈淚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信昌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85-1 ( 上 卷 : 平 裝 ) NT$250 .-- 

ISBN 978-986-0753-86-8 (中卷:平裝) 
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87-5 (下

卷 :平裝 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

0753-88-2 (全套:平裝)  

神使劇場: 花的幻想鄉/醉琉璃作 .-- 

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20-4 (EPUB)  

神神鬼鬼: 眾生萬象,神鬼亦然/魯迅, 

胡適, 老舍等著; 陳平原編 .-- 初版 .-- 

新竹縣 : 方集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71-331-8 (EPUB) 

NT$299  

特殊傳說. III. vol.4/護玄作 .-- 臺北市 : 

蓋亞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19-615-0 (EPUB)  

追魂令. 第一冊/寒梅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3-6 (PDF) 

NT$300  

追魂令. 第二冊/寒梅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4-3 (PDF) 

NT$300  

追魂令. 第三冊/寒梅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5-0 (PDF) 

NT$300  

追魂令. 第五冊/寒梅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7-4 (PDF) 

NT$300  

追魂令. 第四冊/寒梅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6-7 (PDF) 

NT$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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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影/周牛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

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82-9 (EPUB) NT$210  

神劍驣霄. 第一冊/古檜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0-5 

(PDF) NT$300  

神劍驣霄. 第二冊/古檜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1-2 

(PDF) NT$300  

神劍驣霄. 第三冊/古檜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2-9 

(PDF) NT$300  

記憶縫線 YOUR FORMA. 1, 電索官

埃緹卡與機械裝置搭檔/菊石まれほ

作; kazan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53-7 (EPUB)  

海螺/流軍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

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45-587-4 (EPUB) NT$378  
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25-105-2 (第 6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25-127-4 (第 62 冊: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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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85-1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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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86-8 

(PDF)  

*情人結/逆尋(oPTT)著 .-- 再版 .-- 高

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310-8-1 (EPUB) 

NT$190  

甜心有毒/瀝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愛呦文創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17-2-6 (EPUB)  

偷天修羅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396-1 ( 第 43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397-8 (第

4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98-5 (第 4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399-2 (第 46 冊:平

裝) NT$190  

都市至尊戰神/驚蟄落月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35-7 (第 16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36-

4 (第 1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37-1 (第 18 冊:平裝) NT$180  

基地 1-7 全系列(艾西莫夫百年誕辰

紀念 典藏版 )/以撒 .艾西莫夫 (Isaac 

Asimov)著; 葉李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奇幻基地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94-09-9 (EPUB)  

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. 4, 赤紅惡夢/

佐藤真登作; 譚志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

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2-104-8 (EPUB)  

棄宇宙/鵝是老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463-0 ( 第 21 冊 : 平 裝 ) 
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64-7 (第

22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65-4 (第 23 冊:平裝) NT$190  

清秀佳人. 1, 綠色屋頂之家的安(經

典 新 裝 版 )/ 露 西 . 蒙 哥 瑪 麗 (L. M. 

Montgomery)著; 黃素慧譯 .-- 四版 .-- 

臺中市 : 好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78-578-3 (EPUB)  

許你萬丈光芒好/囧囧有妖作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466-1 (第 14

冊 :平裝 ) NT$25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67-8 (第 15 冊:平裝) NT$250  

排骨飯情婦/雲出岫著 .-- 臺中市 : 飛

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58-488-1 (EPUB)  

崑崙天尊/怕辣的紅椒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38-0 (第 1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39-7 (第 2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40-3 (第 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41-0 

(第 4 冊:平裝)  

假婚共犯/雲出岫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58-487-4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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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10-5 (EPUB)  

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。. 23/

冬原パトラ作; 吳苾芬譯 .-- 臺北市 : 

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260-9 (EPUB)  

窒愛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955-8 (EPUB)  

張愛玲譯作選. 二, 老人與海.鹿苑長

春 / 張 愛 玲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皇 冠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

3834-5 (PDF)  

張愛玲譯作選: 無頭騎士.愛默森選

集 / 張 愛 玲 作  .-- 臺 北 市  : 皇 冠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

3833-8 (PDF)  

術數師. 7/天航作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19-609-9 (EPUB)  

御獸王/輕泉流響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94-9 (第 5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95-6 (第 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96-3 (第 7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97-0 (第 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98-7 

(第 9 冊:平裝)  

盜天傳說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89-5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90-1 (第 1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91-8 (第 1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92-5 

(第 14 冊:平裝)  

絕世神醫/油炸花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393-0 ( 第 34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394-7 (第

3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395-4 (第 36 冊:平裝) NT$180  

黃昏市場/凌雲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45-585-0 (EPUB) NT$252  

黃金召喚師/醉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056-7 (第 13

冊:平裝)  

黃金召喚師/醉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85-7 (第 14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86-4 (第 15 冊: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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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87-1 (第 16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88-8 

(第 17 冊:平裝)  

堤亞穆帝國物語. 5: 從斷頭台開始,

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/餅月望作 ; 

張凱鈞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05-5 

(EPUB)  
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192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129-8 (第 31

冊:平裝)  

最後的魔術家族/吳威邑著 .-- 臺北

市 : 鏡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4-18-5 (PDF) NT$266  

最強贅婿/沉默的糕點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59-3 (第 55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60-

9 (第 5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61-6 ( 第 57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62-3 (第

58 冊:平裝) NT$180  

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12 最強魔法

師的隱遁計畫. 12/イズシロ作; 王仁

鴻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261-6 (EPUB)  

普渡慶中元: 還陽的故事/感光滑鼠

作 .-- 台中市 : 無事退朝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43-9509-5 

(EPUB)  

硬漢有點色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禾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35-731-5 (PDF)  

硬漢有點色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禾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35-734-6 (EPUB)  

飲鴆止渴/千風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58-485-0 (EPUB)  

智慧村的座敷童子. 8/鎌池和馬作; 

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55-1 (EPUB)  

智慧村的座敷童子. 9/鎌池和馬作; 

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56-8 (EPUB)  

廊橋都知道/張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66-5 (PDF)  

廊橋都知道/張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71-9 (EPUB)  

無聲戲 1938. 上/風花雪悅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424-1-3 

(EPUB)  

無聲戲 1938. 下/風花雪悅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424-2-0 

(EPUB)  

喜歡你暗戀我的樣子/烏雲冉冉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91-0 

(PDF)  

喜歡你暗戀我的樣子. 上/烏雲冉冉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292-7 (PDF)  

喜歡你暗戀我的樣子. 下/烏雲冉冉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293-4 (PDF)  

喜歡當你的天使/神樂生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14-88-4 

(EPUB)  

落日刀. 第一冊/蕭塞原著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01-4 (PDF) 

NT$300  

道行天下/八寶飯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61-1 (第 5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62-8 (第 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63-5 (第 7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64-2 (第 8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65-9 
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66-6 (第 10 冊:平裝)  

奧杜邦的祈禱(經典回歸坂)/伊坂幸

太郎著; 張智淵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

獨步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3-23-0 (EPUB)  

義妹生活. 1/三河ごーすと作; Seeker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70-4 (EPUB)  

愁城無處不飛詩/和權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83-6 (EPUB) 

NT$252  
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19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126-7 (第

81 冊:平裝)  

愛情咒語/董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48-6 (PDF)  

萬華仙道/小龍捲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11-411-1 ( 第 26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12-8 (第

2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13-5 (第 28 冊:平裝) NT$180  

詭軼紀事. 肆, 喪鐘平安夜/DIV(另一

種聲音), 星子, 龍雲, 笭菁等合著 .-- 

新北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8-14-6 (PDF)  

極道之主/烽仙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25-134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25-135-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36-6 (第 3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37-3 (第 4 冊:

平裝)  

遊戲師/布莉琪.柯林斯(Bridget Collins)

著; 吳品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

人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4-625-3 (PDF)  

遊戲師/布莉琪.柯林斯(Bridget Collins)

著; 吳品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

人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4-626-0 (EPUB)  

隔離島/丹尼斯.勒翰(Dennis Lehane)

著; 尤傳莉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臉

譜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46-1 (EPUB)  

與牛先生的純愛遊戲/草子信作 .-- 臺

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26-8334-7 (EPUB)  

演員的職業操守 . 上/林落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77-3-2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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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馬特遺書/邱妙津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08-6 (EPUB)  

與夢的你/雪翼作 .-- 新北市 : 雪翼, 

11011 .-- 224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18-7 (平裝) NT$200  

鞅與停時: 賭徒機率概論/天琴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35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183-

8 (平裝) NT$250  

鳳儀天下/濘七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25-067-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68-0 (第 2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69-7 (第 3 冊:平裝)  

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/おけ

まる作; 趙鴻龍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316-

3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

8317-0 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廢土走私商第二部/浮兮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19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093-2 (第

7 冊:平裝)  

廢土走私商第二部/浮兮作 .-- 初版 .-

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23-6 (第 8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30-4 (第 9 冊:

平裝)  

劍仙在此/亂世狂刀 01 作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04-5 (第 69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25-0 (第 70

冊:平裝)  

數到十就親親你. 3/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้)作; 

胡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02-7 (PDF)  

數到十就親親你. 3/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้)作; 

胡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21-8 (EPUB)  

數到十就親親你. 4/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้)作; 

胡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03-4 (PDF)  

數到十就親親你. 4/頑鯨(วาฬกลิง้)作; 

胡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 : 尖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6-322-5 (EPUB)  

賞金獵手/蝦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飛燕文創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311-420-3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 
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21-0 (第

1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

311-422-7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

ISBN 978-626-311-423-4 (第 16 冊:平

裝) NT$180  

複製人妻/莎拉.蓋利(Sarah Gailey)著; 

蕭季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
際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304-7 (EPUB)  

撒嬌/狐狸不歸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墨扉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95102-6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

626-95102-7-6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

978-626-95102-8-3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650  

遺忘.刑警/陳浩基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皇冠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3-3830-7 (PDF) NT$320  

獨身之戰/燕晚 x 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四方行工作室, 11011 .-- 256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24-2-1 (平

裝) NT$350  

親 愛 的 , 我 們 還 要 不 要 一 起 走 下

去?(好評改版)/王慶玲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8-078-9 (EPUB)  

錦瑟芳華/呦呦鹿鳴作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75-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76-5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77-2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78-9 (第 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79-6 
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

080-2 (第 6 冊:平裝)  

熾 熱 之 夢 / 喬 治 . 馬 汀 (George R. R. 

Martin)作; 章澤儀譯 .-- 臺北市 : 蓋亞
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9-625-9 (EPUB)  

龍寵. 1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0-2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10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1-9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11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2-6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12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3-3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13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4-0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14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5-7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15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6-4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16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7-1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17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8-8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2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79-5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3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0-1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4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1-8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5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2-5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6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3-2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7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4-9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8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5-6 (EPUB) NT$125  

龍寵. 9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6-3 (EPUB) NT$12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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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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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39-6-1 (EPUB)  

擎羊舞風雲. 1/紫屋魔戀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3-4 (EPUB) 

NT$125  

擎羊舞風雲. 2/紫屋魔戀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4-1 (EPUB) 

NT$125  

擎羊舞風雲. 3/紫屋魔戀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5-8 (EPUB) 

NT$125  

擎羊舞風雲. 4/紫屋魔戀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6-5 (EPUB) 

NT$125  

擎羊舞風雲. 5/紫屋魔戀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7-2 (EPUB) 

NT$125  

擎羊舞風雲. 6/紫屋魔戀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8-9 (EPUB) 

NT$125  

擎羊舞風雲. 7/紫屋魔戀著 .-- 新北
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7-69-6 (EPUB) 

NT$125  

總裁 ,你今日的行程在我床上 /冬彌

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40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22-4 (平

裝)  

聯劍揚鑣. 上冊/萍飄生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8-1 

(PDF) NT$300  

聯劍揚鑣. 下冊/萍飄生原著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29-8 

(PDF) NT$300  

獵人案/戚建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蓋亞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19-627-3 (EPUB)  

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

媽的女兒. 5/松浦作; 楊采儒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152-0 

(EPUB)  

獵魔士長篇. 1, 精靈血/安傑.薩普科

夫斯基(Andrzej Sapkowski)作; 葉祉君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19-619-8 (EPUB)  

騙子王國/莉.巴度格(Leigh Bardugo)

作; 林零譯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19-623-5 (EPUB)  

騙 子 王 國 . 上 / 莉 . 巴 度 格 (Leigh 

Bardugo)作; 林零譯 .-- 臺北市 : 蓋亞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9-621-1 (EPUB)  

騙 子 王 國 . 下 / 莉 . 巴 度 格 (Leigh 

Bardugo)作; 林零譯 .-- 臺北市 : 蓋亞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19-622-8 (EPUB)  

寵妻成狂/兜滿糖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070-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071-0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72-7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73-4 (第 4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074-1 

(第 5 冊:平裝)  

鏡淵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325-107-6 (第 1 冊:平裝) .-- 

ISBN 978-626-325-108-3 (第 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09-0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10-6 (第 4

冊:平裝)  

瀕臨絕種團 ResCute. 下/啞鳴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15-7 (PDF)  

瀕臨絕種團 ResCute. 下/啞鳴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35-5 (EPUB)  

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. 5, 世界

上獨一無二的你/紙城境介作; 可倫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61-2 (EPUB)  

蘆葦草之曲: 獸與祭典/四流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45-586-7 (EPUB) 

NT$196  

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: 史上最強的魔

王始祖,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. 6/秋

作; 薛智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1-157-5 (EPUB)  

魔界歸來的劣等能力者. 2, 神獸的契

約者/たすろう作; 陳靖涵譯 .-- 臺北
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26-8315-6 (平裝)  

魔界霸主/點精靈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131-1 (第 11

冊:平裝)  

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/川口士作; 

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318-7 (第 7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8404-7 (第 7

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 

聽你在鬼扯/鄭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找到田出版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8371-2-5 (EPUB)  
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. 2 年

級篇. 3/衣笠彰梧作; Arieru 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162-9 

(EPUB)  

讀書讀書: 你看過的書最後都會長成

你的骨頭和肉/周作人, 林語堂, 老舍

等著; 陳平原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

品林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30-50-1 (EPUB) 

NT$299  

聽雪譜. 11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7-0 (EPUB) NT$125  

聽雪譜. 12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7-88-7 (EPUB) NT$125  

聽說,聽誰說?/我說你聽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45-581-2 (EPUB) 

NT$140  

觀 劇 之 魔 女 / 有 馬 二 著 ; Demahmw

繪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要 有 光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8-13-8 (EPUB)  

皇帝的獨生女. 2/YUNSUL 作; 蔡宛育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知翎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787-352-1 (PDF)  

夜深人靜的小說家/王定國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1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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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09-3 

(EPUB)  

其他 

<<周易>>一次解密/周慶華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1-1-5 (PDF)  

<<道藏輯要>>齋醮對聯類錄/黃福祿

編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 : 逸群圖書, 

11011 .-- 9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580-36-7 (平裝) NT$500  

*<<夢、進化與價值完成>>. 第 6 輯/

許添盛主講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

文化, 11012 .-- 約 722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07-45-8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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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20-736-6 (PDF)  

(全彩圖解)超前攔截,癌症止步: 終結

消化道早期癌: 食道/胃/腸/黏膜下腫

瘤/王威迪, 李宗頴, 林宛姿, 卓庭毅, 

胡炳任, 許斯淵, 黃世斌, 黃唯誠, 黃

洸偉, 葉人豪, 葉秉威, 鄭以勤作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425-1-2 

(EPUB) NT$390  

(全圖解)一張地圖秒懂世界史: 從智

人遷移到氣候變遷,人類大歷史經典

地圖版 !/克里斯穹 .葛塔魯(Christian 

Grataloup)著; 許雅雯, 李王瀚譯 .-- 臺
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658-702-3 (EPUB)  

(癮藏.Yuri)<<與你.Yuri: 陳怡叡的南

島寫真 限定電子書>>/陳怡叡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99-6 

(PDF) NT$299  

(癮藏.Yuri)<<與你.Yuri: 陳怡叡的南

島寫真 限定電子書>>/陳怡叡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02-3 

(EPUB) NT$299  

0-24 個月素食寶寶副食品營養全書/

楊忠偉, 陳開湧, 楊惠貞, 林志哲合

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8-09-6 (PDF)  

100 張圖幫股市小白財富自由: 神準

天王掏心回覆首投族提問,專為股市

新手寫的簡單白話股票操作入門書/

方天龍作  .-- 新北市  : 財經傳訊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56-6-1 (EPUB)  

1 秒就能秀美語熱銷套書: 增訂版 KK

音標這樣學就行啦+用中文出國溜美

國話 拿到手 1 秒就能秀美語/李洋, 

里昂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46-661-

2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 NT$450  

1 對 1 影像式英文對話訓練: 第一本

與真人面對面語言學習法!用 5 秒回

話訓練影片,練出英語即時會話力!/

丸山大地作; Stephen Richmond 監修; 

游婉翎翻譯 .-- 新北市 : 語研學院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66-0-2 (PDF)  

*2013-2021 年華人地區醫務社會工

作國際研討會紀念論文集/[中華民國

醫務社會工作協會著]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醫務社會工作協會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389-3-2 

(PDF)  

*2020 我國社會課題調查研究: 以第

11 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關聯課題為

核心/林岱緯, 林品華, 莊裕澤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19-316-3 (PDF)  

2021 畫圈圈美術獎創作展暨大專生

適應性藝術發展研討會: 畫冊&論文

集/林淑華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台

灣畫圈圈藝術關懷協會, 11011 .-- 88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09-1-

6 (平裝) NT$420  

2022 占星運勢指南: 從今年的流年運

勢,展開你的占星之路/繆沛倫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瓜國際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79-7-9 

(EPUB)  

2022 問神達人王崇禮平安生肖運籤

農民曆/王崇禮著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6-51-7 (EPUB)  

20 歲的人脈力養成講座: 成功約到

1000 位企業主的實用心理技巧,讓技

術、資金、情報集結到你身邊/内田

雅章著; 林詠純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木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4-101-8 (PDF)  

20 歲的人脈力養成講座: 成功約到

1000 位企業主的實用心理技巧,讓技

術、資金、情報集結到你身邊/内田

雅章著; 林詠純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木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4-102-5 (EPUB)  

*24 個 Kimi: 張雅涵寫真: 你的女朋

友. 1/張雅涵作; 莉奈攝影 .-- 臺北市 : 

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0-0-0 (PDF)  

*25.Kimi 醬: 張雅涵寫真. 1/莉奈攝

影 .-- 臺北市 :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90-1-7 (PDF)  

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

Comput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

proceedings. volume I/editor Maria 

Mercedes T. RODRIGO, Sridhar IYER, 

Antonija MITROVIC .-- 桃園市 : 桃縣

亞太數位學習學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14-7-9 (PDF)  

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

Comput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

proceedings. volume II/editor Maria 

Mercedes T. RODRIGO, Sridhar IYER, 

Antonija MITROVIC .-- 桃園市 : 桃縣

亞太數位學習學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14-8-6 (PDF)  

300 道好湯一次收錄/程安琪, 莎拉.陸

薏絲作; 諾然譯 .-- 臺北市 : 食為天文

創, 11012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21-8-1 (平裝) NT$320  

30 個範例學會 C++: 由基礎到專業的

養成教材/彭建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8-000-7 (PDF)  

52 則非知不可的舞蹈欣賞概念/陳蒨

蒨 著  .-- 二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51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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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NIKKEI X TREND 作 .-

- 臺北市 : 資策會產研所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48-7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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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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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研究組團隊作 .-- 臺北市 : 資策會

產研所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81-847-0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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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4-27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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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

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19-8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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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

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19-9-5 (EPUB)  

8 大肌群 x60 種專業級項目阻力訓練

分析全書: 從健身新手到重訓選手都

需要的科學訓練指引/豊島悟著; 池

迎瑄,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45-7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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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931-2 (EPUB)  

鸿: 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(简体电子

版)/张戎(Jung Chang)作; 张朴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56-2 (EPUB) 

NT$280  

삶의 여행자를 위한 365 日 : 

중국문학과 불교고전에서 배우는 

지혜= 獻給旅行者 365 日: 中華文化

佛教寶典/蔡孟樺主編 .-- 一版 .-- 高

雄市 : 佛光文化, 11011 .-- 48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7-606-7 (精裝)  

祢 就 是 愛 我 / 布 萊 恩 . 格 羅根 (Brian 

Grogan, SJ)著; 朱怡康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5-8 (EPUB)  

*A memorandum for the next 

generation/editor Joy Chia-Yi Lin, 

Joanna Yuen Ting Wan .-- 臺南市 : 成

大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71-2-8 (PDF)  

Adapt and transform: a self-healing 

art/Jessie Li Hung Lee 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1 .-- 29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54-7 (平裝) 

NT$750  

AI と HI を兼ね備えた日本文学研究

と日本語教育: クリエイティブな村

上春樹研究を目指して/曾秋桂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, 11011 .-- 

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0-

47-8 (平裝) NT$500  

Amy の 私人廚 房 10 分鐘 出好菜

/Amy(張美君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幸福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7046-21-0 (全套:平裝) NT$1000  

Amy の私人廚房: 你今天喝湯了嗎?= 

Amy's kitchen/張美君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2 .-- 256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23-4 (平裝) 

NT$500  

Application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. 

2021/editorial director Pa-Chun Wang .-- 

新北市 : 醫策會, 11011 .-- 16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53-2-3 (平裝)  

Autodesk Inventor 2020 特訓教材. 基

礎篇/黃穎豐, 陳明鈺編著 .-- 二版 .-- 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03-8 (PDF)  

AWS 自學聖經: 5 大必學雲端主題.超

圖解入門/蔡昇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深智數位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68-3 (PDF)  

BJ 幼兒生活數概認知學習單. E/林恆

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頂尖文教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407-0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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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59-0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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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60-6 (EPUB)  

CJ 集團.韓流爆紅經營術: 從製糖公

司走向韓國第一影視帝國,席捲全球

浪潮的 7 大致勝關鍵/高成延(고성연)

著; 黃莞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

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685-3 (EPUB)  

CMOS 電 路 設 計 與 模 擬 : 使 用

LTspice/鍾文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93-6 (PDF)  

Excel 2019 必學範例: 大數據資料整

理術/全華研究室, 王麗琴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99-8 (PDF)  

Fun house/authors Amy Lin, Isabella 

Yuan, Doris Chang, Katniss Hsiao .-- 2nd 

ed.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12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599-88-1 (第 3 冊:
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99-89-8 (第 4

冊:平裝)  

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ese visual 

art/editor-in-chief Shin-Ming Pai .-- 1st 

ed. .-- 臺北市 : 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, 

11012 .-- 2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92-1-5 (平裝) NT$350  

gladysLOVEu/李雨宣作 .-- 臺中市 : 

吳翰, 1101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491-3 (平裝) NT$1680  

Heart touching hearts: encounters with 

Shihfu/edited by Maria Reis Habito, 

Naomi Hunt .-- 新北市 : 世界宗教博物

館基金會, 11011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89839-4-6 (平裝)  

Hit102 中文流行鋼琴百大首選(簡譜

版)/邱哲豐, 朱怡潔, 聶婉迪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麥書國際文化 , 

11011 .-- 4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629-6-4 (精裝)  

Hydrogen immunotherapy makes cancer 

disappear/author Junji Akagi; [translator 

Wan-Jou Tseng]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10-8 (EPUB)  

Hydrogen immunotherapy makes cancer 

disappear/author Junji Akagi; [translator 

Wan-Jou Tseng]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16-0 (PDF)  

Hydrogen immunotherapy makes cancer 

disappear/by Junji Akagi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



185 

 

ISBN 978-957-13-9719-1 ( 平 裝 ) 

NT$280  

iOS 15 程式設計實戰: Storyboard 與

SwiftUI 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200+/朱

克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4-048-3 (PDF) NT$540  

IV I 小提琴教學法: 入門基礎音階= 

For the violin IV I scale studies/林軾壹

作  .-- 初 版  .-- 新 竹 市  : 林 軾 壹 , 

11012 .-- 110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06-4 (平裝) NT$200  

K7 winner 2020 documentary photo 

album/凱琪 K7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創笙國際, 11010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350-5-8 ( 平 裝 ) 

NT$980  

Knowing the People's Liberation 

Army/author Ya-Ming Lee(李亞明) .-- 

臺北市 : 李亞明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23-1 (PDF) NT$400  

LabVIEW 程 式 設 計 ( 含 LabVIEW 

NXG 軟體操作)/陳瓊興編著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77-6 (PDF)  

LabVIEW 與感測電路應用/陳瓊興編

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78-3 (PDF)  

Leaper CLIL & Steam/ .-- 高雄市 : 美

樂蒂文教, 11011 .-- 20 面; 27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94-24-7 (第 5 冊:平裝)  

Leaper(student book)/ .-- 高雄市 : 美樂

蒂文教, 11011 .-- 52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94-23-0 (第 5 冊:平裝)  

Lyla: first documentary photo album of 

Lyla/蕾菈 Lyl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創笙國際, 11010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06350-4-1 ( 平 裝 ) 

NT$9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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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8-004-5 (PDF)  

NANDA International 護理診斷: 定義

與 分 類 . 2021-2023/NANDA 

International, Inc.原著; 曾詩雯, 莊琬筌, 

田昕旻譯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4-631-3 (PDF) NT$500  

Netter 圖解動作解剖學: 用瑜伽與皮

拉 提 斯 精 通 肌 肉 骨 骼 運 作 原 理

/Stephanie Marango, Carrie McCulloch

原著; 涂豫新, 劉佩芬, 閻永珍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14-8-1 

(PDF)  

Notion 人生管理術/牧羊妮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307-8 (PDF)  

Oracle 資料庫 SQL 學習經典: 融入

OCA DBA 國際認證/辜輝趂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49-0 (PDF) 

NT$540  

PCBShop 採購指南. 2022/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臺灣電路板協會, 11011 .-- 

304 面 ; 26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192-4-1 (平裝)  

Petits récits of the others: life writing and 

displacement in heterotopology of Asian 

women/by Shu-Chuan Chen .-- 臺北市 : 

冠唐國際圖書, 11012 .-- 120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460-8-7 (平裝) 

NT$300  

Photoshop 影像編修與視覺設計(適用

CC2019-2021,含國際認證模擬試題)/

蔡雅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
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4-046-9 (PDF) NT$480  

Podcast 圈粉勝經: 改變世界的第四顆

蘋果/于宸鈞, 蔡有寶, 蔡嫦琪作; 蔡有

寶朗讀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零極限

文化, 11012 .-- 約 180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62-7-6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268  

Proceedings Of AASE 2021 Winter 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/editor Applied 

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 

(AASE) .-- 1st ed. .-- 臺南市 : 中華科

學新知推廣協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7484-9-0 (PDF)  

*Python: 股票 X 期貨交易策略 116 個

關鍵技巧詳解/酆士昌, 劉承彥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64-7 

(PDF)  

*Python: 股票 X 期貨交易策略 116 個

關鍵技巧詳解/酆士昌, 劉承彥著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71-5 

(EPUB)  

Python 大數據專案 X 工程 X 產品 資

料工程師的升級攻略/林子軒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62-1 (PDF)  

Python 不廢話,一行程式碼: 像高手般

寫 出 簡 潔 有 力 的 Python 程 式 碼

/Christian Mayer 原著; 藍子軒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50-6 (PDF) 

NT$450  

Remember/Boris 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也是文創, 11012 .-- 44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3-0-3 (精裝)  

SOZO: 救恩、醫治與釋放/唐娜.締司

爾法(Dawna De Silva), 泰瑞莎.力浦哲

(Teresa Liebscher)合著; 傅子萱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基督教台北真道教

會出版中心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97465-3-3 (EPUB)  

Spot on reading: keys to develop core 

competencies. 2( 寂天雲隨身聽 APP

版)/Owain Mckimm, Rob Webb, Joseph 

Schier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
化, 1101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0-085-8 (16K 平裝)  

*TAAI. 2021: The 26th International 

Conference on Technologies and 

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/朝

陽科技大學資訊學院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中市 : 朝陽科大資訊學院, 11011 .-

- 56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631-57-4 (平裝)  

Taiwan cluster mapping. 2021/by Chia-

Ju Chen, Ling-Hsin Chiu, Chun-Hao 

Yueh, Chin-Hung Lin .-- 1st ed. .-- 新竹

縣 :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, 11012 .-- 5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374-

7 (平裝)  

Taiwan literature: English translation 

series. no.47= 台 灣 文 學 英 譯 叢 刊 . 

No.47, 台 灣 古 典 詩 歌 專 輯 /editor 

Terence Russell, Kuo-ch'ing Tu; 

translators Richard Rong-bin Chen, 

Terence Russell, Sophia Shi, Yang 

Zhao .-- 臺 北 市  : 臺 大 出 版 中 心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41-9 (EPUB)  

The 3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

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boo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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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hibit,2021 Pan Asian Consortium & 

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

workshop on TEFL & applied 

liguistics/edited by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

師學會,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11 .-- 800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64-4 (光碟

片) NT$500  

The condition of language/林孜郁著 .-- 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 , 

11012 .-- 11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8-05-0 (平裝) NT$200  

The elements of writing foundation/陳亭

君編著 .-- 臺北市 : 智擎數位科技, 

11101 .-- 2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538-4-2 (平裝)  

The key to salvation in the biblical words 

of life/author Ta-Chiang Yeh .-- 1st ed. .-

- 高雄市 : 葉大強, 11012 .-- 103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22-4 (平裝)  

The man crawling upon the earth= 地に

這 う も の /by Chang Wen-Huan; 

translated by Chang Yu-Yuan .-- 臺北市 : 

文鶴, 11011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147-965-1 (平裝)  

The Manga of the Amitabha 

Sutra/illustrations by Terry Lim .-- 新北

市 : 玄奘印刷文化, 11012 .-- 192 面; 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04-9-8 (平

裝)  

The story of Tzu Chi. volume 1, Jing Si: 

the journey begins/writer Qiu Shujuan, 

Wang Huiping; translator Dharma as 

Water Team, Tzu chi USA. .-- 臺北市 : 

慈濟人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71-5-2 (EPUB)  

The theory of time and space/[by] 

Murphy .-- 臺中市 : 印書小舖, 11012 .-

- 22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659-68-3 (平裝)  

True Stories: 物語の物語 東條明子

AKIKO TOJO/東條明子作; 胡閔堯主

編 .-- 臺北市 : 涅普頓藝術, 11102 .-- 

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2-

2-4 (平裝) NT$650  

VLSI 概論/謝永瑞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
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3-983-7 (PDF)  

Where 旅遊味: 漫步台中/劉建德總編

輯 .-- 新北市 : 捷沛實業, 11011 .-- 80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35-6-

0 (平裝) NT$2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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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6-58-4 (PDF)  

*「2021 後疫情時代二部曲-文化資

產保存科學再升級」研討會論文集. 

第十一屆/林蘭東, 葉竑毅, 葉志誠主

編 .-- 雲林縣 : 中華文化資產保存科

學學會, 11011 .-- 145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3231-5-4 (平裝)  

「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」国際学術

シンポジウム. 2021 年度: with コロ

ナ時代の日本教育を目指して 予稿

集/許孟蓉, 楊錦昌編集 .-- 新北市 : 

輔大日文系, 11011 .-- 278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0-10-9 (平裝) 

NT$300  

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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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71-0 (EPUB) 

NT$340  

*一生可以帶著走的能力/王力行作 .-

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401-8 (PDF)  

一生可以帶著走的能力/王力行作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402-5 (EPUB)  

一百則旅行諺語,一百個你該旅行的

理由/田臨斌(老黑)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約 30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91-7 (線上有

聲書(WAV)) NT$420 .-- ISBN 978-957-

13-9792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20  

一位年輕自然學家的日記/達拉.麥克

阿 納 蒂 (Dara McAnulty) 著 ; 楊 雅 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42-6-6 (EPUB)  

一位年輕自然學家的日記/達拉.麥克

阿 納 蒂 (Dara McAnulty) 著 ; 楊 雅 婷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42-7-3 (PDF)  

一周一練習,一年學會冰山理論: 薩

提爾 52 周對話練習/李崇建作.朗讀 .-

- 第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親 子 天 下 , 

11011 .-- 約 10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5-126-3 ( 線 上 有 聲 書

(MP3)) .-- ISBN 978-626-305-127-0 (線

上有聲書(WAV))  

一往無前: 雷軍親述小米熱血 10 年

(小米官方授權傳記)/范海濤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06-303-0 

(EPUB)  

一個人,剛剛好/梁知夏君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296-5 (EPUB)  

一起走過愛的蠻荒: 讓瞭解安撫恐懼,

從思覺失調症體會被愛的失落與期

盼/文國士作; 林筱敏繪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08-5 (EPUB)  

一起走過愛的蠻荒: 讓瞭解安撫恐懼,

從思覺失調症體會被愛的失落與期

盼/文國士作; 林筱敏繪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14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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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85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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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89-6 (EPUB)  

一點兒: 繪本生活誌= On bite picture 

books salon/謝旻琪, 陳品靜, 古曼均, 

孫筱亞, 楊宇琁, 何宏文, 陳玟佑, 李

芳琳, 劉芷妤, 王若伊, 林于勝, 黃冠

撰稿; 古曼均, 孫筱亞總編輯 .-- 初

版  .-- 新北市  : 點點文創工作室 , 

11011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95-5-8 (平裝)  

十八癲悟/梁君堯(Olivia Liang)文.插

畫.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好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042-5-2 (EPUB)  

人口的總和: 分類、標籤與認同,人

口普查如何建構國家/安德魯.惠特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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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ndrew Whitby)著; 周宜芳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61-4 (PDF)  

人口的總和: 分類、標籤與認同,人

口普查如何建構國家/安德魯.惠特畢

(Andrew Whitby)著; 周宜芳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63-62-1 

(EPUB)  

人生五大問題/安德烈.莫洛亞(André 

Maurois)著; 傅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80-1 (EPUB)  

人生五大問題/安德烈.莫洛亞(André 

Maurois)著; 傅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81-8 (PDF)  

*人生不是一夜干: 獲得幸福與成就、

解決困境與煩惱,都不是一蹴可幾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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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79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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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abara Kazunori)著; 

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0-65-3 (EPUB)  

人依靠什麼而活: 托爾斯泰短篇哲理

故事/列夫.托爾斯泰著; 王敏雯譯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93-6 

(EPUB)  

人依靠什麼而活: 托爾斯泰短篇哲理

故事/列夫.托爾斯泰著; 王敏雯譯 .-- 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96-7 

(PDF)  

十個神奇的聖經故事/蘇建政, 康潔

著  .-- 初 版  .-- 嘉 義 縣  : 蘇 清 貴 , 

11012 .-- 24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33-0 (精裝) NT$180  

入境大廳/陳偉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47-4 (EPUB)  

入境大廳/陳偉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748-1 (PDF)  

*下一世代人才備忘錄 /盧智芳總編

輯 .-- 臺南市 : 成大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3-9-6 (PDF)  

上一堂有趣的戲劇課: 下自漁夫上至

女王,跨越 2500 年的經典劇作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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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87-3 

(EPUB)  

大人的摺紙書: 一摺就紓壓!從實用

的禮物盒、信封袋到可愛小物,29 款

用一張紙就能做的迷人紙藝品/Sweet 

Paper 著; [彭琬婷譯] .-- 新北市 : 蘋果

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13-6-5 (EPUB)  

上山吃麵!: 平底鍋+調理盆,變出 80

道澎湃的山岳麵食料理/登山料理研

究會編著; 夜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高寶國際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6-313-9 (PDF)  

小白豬的自我認同 (智慧之毛第二

集 )/ 吳 新 光 (Voyu.W), 吳 伯 文

(Iusungu.W)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56-61-5 (PDF)  

大同公司品牌經營與設計策略/胡齊

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8-017-5 (PDF)  

山河的守望者: 從獵人的眼睛認識狩

獵生活與文化/卜袞.伊斯瑪哈單.伊

斯立端, 謝欣珈, 譚定宜, 陳亭瑾, 施

馬懿, 翁家宏, 劉鈺萍撰文; 張正揚總

編輯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

學, 11011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72-0-3 (平裝)  

大東亞寫真年報(皇紀 2600 年版)/時

事通信社編 ; 朱家煌監修 ; 王佐榮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7-1-0 

(PDF)  

小雨麻的副食品全紀錄: 167 道寶寶

超愛的當令食譜,過敏兒這樣吃也沒

問題!/小雨麻著; 陳怡今繪 .-- 第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5-130-0 

(EPUB)  

*女孩,妳真的夠好了!: 解開「好女孩」

枷鎖 X 擺脫「角色超載」,帶著正念

和信心探索新機會/瑞秋.西蒙(Rachel 

Simmons)著; 陳玫妏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92-9 (PDF)  

*女孩,妳真的夠好了!: 解開「好女孩」

枷鎖 X 擺脫「角色超載」,帶著正念

和信心探索新機會/瑞秋.西蒙(Rachel 

Simmons)著; 陳玫妏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95-0 (EPUB)  

上海地方菁英與議會 1927-1949/李鎧

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

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42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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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16-6-0 (EPUB)  

上班時,別演太多內心戲: 上班上累

的心 ,也需要節能省電。放下那些

「不用想的事」 ,活得粗神經一點

吧!/井上智介著; 楊詠婷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仲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04-4-4 (PDF)  

上班時,別演太多內心戲: 上班上累

的心 ,也需要節能省電。放下那些

「不用想的事」 ,活得粗神經一點

吧!/井上智介著; 楊詠婷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仲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04-5-1 (EPUB)  

也 許 是 日 記 = Perhaps, diary/art 

notes/SOSHYSOPANIC 編輯.製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南市 : 呼朋引伴工作室, 

11101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386-0-7 (精裝)  

大國政治的悲劇 /約翰 .米爾斯海默

(John Mearsheimer)作; 張登及, 唐小松, 

潘崇易, 王義桅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麥田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0-141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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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77-2 (EPUB) 

NT$285  

千萬種愛的形式: 傳遞感動時刻從樹

德開始. 第 3 卷, 109 學年服務學習成

果專書/顏世慧, 陳玟瑜, 陳瑞霞執行

編輯 .-- 高雄市 : 樹德科大課服組, 

11012 .-- 1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520-0-9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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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人才培育與價值創造體系之探

討/張于紳, 張書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9-317-0 

(PDF)  

*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工

作報告. 110 學年度/解從琳執行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考中心基金

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86-0-3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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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74-01-5 (EPUB) NT$266  

不一樣的學校領導: 追尋成功典範/

賴志峰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511-633-0 (PDF)  

少女的書架. III, 女生徒、外科室、

山月記、秘密/郭湘齡總編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 1110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401-536-8 (全套:

精裝) NT$1600  

天才的關鍵習慣/克雷格.萊特(Craig 

Wright)著; 何玉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96-4 (PDF)  

天才的關鍵習慣/克雷格.萊特(Craig 

Wright)著; 何玉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97-1 (EPUB)  

父父子子: 喊你只需要兩個字,懂你

卻用了一生/魯迅, 周作人, 豐子愷等

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24-0 

(EPUB) NT$299  

文化中介的美麗與哀愁: 藝穗節六部

曲/翁立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02-3 (PDF)  

今天的人設是專業上班族: 職場如劇

場,每天演技進步 1%,靈肉分離的快

樂就會滿出來!/阿發的寫作日常(譚

宥宜 Afra)作  .-- 新北市  : 蘋果屋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13-7-2 (EPUB)  

*天之際 : 華夏民族之「天觀」與

「祭義」綜覽/徐鴻模撰述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16-950-3 

(EPUB)  

日本刀劍物語/月翔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網路與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63-03-3 (EPUB)  

天生不愛動: 運動商品化和醫療化為

何讓我們焦慮? 一部關於身體活動

與缺乏活動的自然史/丹尼爾.李伯曼

(Daniel E. Lieberman)作; 甘錫安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鷹出版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21-6-8 (PDF)  

天生不愛動: 運動商品化和醫療化為

何讓我們焦慮? 一部關於身體活動

與缺乏活動的自然史/丹尼爾.李伯曼

(Daniel E. Lieberman)作; 甘錫安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鷹出版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821-7-5 

(EPUB)  

日本近現代史/張修愼編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400-9 (PDF)  

日本語専攻の台湾人大学生の日本

語表現における問題点の分析及び

表現力向上支援の理念と実践/黃英

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, 

11012 .-- 33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560-48-5 (平裝) NT$780  

日本語 GOGOGO(練習帳)/財團法人

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.-- 增訂一

版 .-- 新北市 : 豪風, 11011 .-- 72 面; 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1-0-9 (第

1 冊:平裝) NT$199  

日本雞尾酒: 渡邉匠與金子道人的創

作 哲 思 = Japanese cocktail: Takumi 

Watanabe & Michito Kaneko's creating 

philosophy/劉奎麟 , 姜靜綺作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貳五, 11011 .-- 256 面; 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85-0-8 (精

裝) NT$750  

內行人才知道的系統設計面試指南

/Alex Xu 原著; 藍子軒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51-3 (PDF) 

NT$580  

少年事件處理法/林俊寬著 .-- 三版 .-

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441-2 (PDF)  

天光雲影共徘徊: 歐麗娟品讀古詩詞

/歐麗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37-2 (PDF)  

天光雲影共徘徊: 歐麗娟品讀古詩詞

/歐麗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39-6 (EPUB)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 1-10 全系列/管家琪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26-4 (PDF) NT$2940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 1-10 全系列/管家琪
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27-1 (EPUB) NT$2940  

少年愛讀世界史 6-10 套書: 從文藝復

興到現代史/管家琪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

978-626-7069-22-6 ( 全 套 : 平 裝 ) 

NT$2100  

水系魔法/莉莉絲.朵西(Lilith Dorsey)

著; 非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
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5-02-8 (EPUB) NT$336  

天竺鼠完全飼養手冊: 日常照顧、互

動相處、健康管理一本掌握!/大崎典

子著; 童小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46-4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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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32-9 (EPUB)  

心是孤獨的獵手/卡森.麥卡勒斯著; 

[陳笑黎譯]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自由

之丘文創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05-3-2 (PDF)  

心是孤獨的獵手/卡森.麥卡勒斯著; 

[陳笑黎譯]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自由

之丘文創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505-5-6 (EPUB)  

中美洲導覽: 共同的歷史、不同的命

運/何國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83-5 (PDF)  

公案中的世態/張國風著 .-- 初版 .-- 

新竹縣 : 如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6-63-6 (EPUB) 

NT$28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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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倒翁健走運動: 善用工具,強化活

動力,任何人都能隨時練習的肌力訓

練法/郭健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20-7 (PDF)  

不倒翁健走運動: 善用工具,強化活

動力,任何人都能隨時練習的肌力訓

練法/郭健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28-3 (PDF)  

六祖壇經/惠能原著; 丁福保箋註; 趙

飛鵬導讀.題解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23-8 (PDF)  

中國人的私德/皮藝軍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元照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43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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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羅烈文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933-6 (EPUB)  

中國書畫的一千零一夜/馬菁菁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4-02-1 (EPUB) 

NT$392  

中國崛起需要大國心態: 歷史只說明

過去,不代表今日的成就/查繼宏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57-2 

(EPUB)  

巴勒斯坦之殤: 對抗帝國主義的百年

反殖民戰爭 /拉什德 .哈利迪(Rashid 

Khalidi)著; 苑默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55-1 (EPUB) 

NT$392  

中國詞學的現代觀/葉嘉瑩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25-9 

(EPUB)  

*中國詞學的現代觀/葉嘉瑩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29-7 

(PDF)  

中堅實力. 4: 外部結盟、內部革新到

數位轉型,台灣中小企業突圍勝出的

新契機/高永謀撰寫; 陳美靜總編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8-099-4 

(EPUB)  

中國戲劇與劇場史/徐之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96-5 (PDF)  

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

研討會. 2021= 2021 Annual Conference 

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Management 

of Technology/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編

輯 .-- 臺中市 :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, 

11011 .-- 1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548-096-7 (平裝)  

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. 第 42 屆 

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. 第 18 屆 科技

部電力學門成果發表會. 2021/台灣電

力與能源工程協會作 .-- 新竹縣 : 台

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 , 11011 .-- 

1969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358-

2-7 (隨身碟)  

中華民國憲法精義/呂炳寬, 項程華, 

楊智傑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12-2 (PDF)  

不勞而獲的美股入門 /上本敏雅作; 

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74-1 (PDF)  

不勞而獲的美股入門 /上本敏雅作; 

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75-8 (EPUB)  

中華昊天宗法: 羅盤生活應用/陳世

賢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 : 方集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19-6 (PDF) NT$1000  

元朝原來是這樣/李強著; 陳玟玟譯 .-

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地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02-350-9 

(EPUB)  

中華嘉言楹聯集/唐謨國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唐謨國, 11012 .-- 20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70-5 (平裝)  

日新旺台樓新建工程/財團法人旺台

環境文化基金會, 財團法人旺台文化

教育基金會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從

容國際文化, 11011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6393-6-1 (平裝)  

不當礦工當老闆: 自己動手開發區塊

鏈應用業務/熊麗兵, 董一凡, 周小雪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6-64-5 (PDF)  

不管人生有多複杂,至少你的心可以

简单一点/徐竹著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

際書局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61-24-5 (平裝)  

中寮鄉清朝古文書契暨耆老口述歷

史= The Kuroshio curret under Formosa/

黃重裕著; 黃庭豪,黃士賓合著 .-- 四

版 .-- 南投縣 : 黃重裕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43-9587-3 (全套:平裝)  

文學批評關鍵字: 概念.理論.中文文

本解讀/柯思仁, 陳樂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80-4 (PDF)  

手機拍當下: 鍾國華攝影作品/鍾國

華 Bridge Chung 作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

市 : 網迅雲端, 11012 .-- 56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740-64-0 (精裝) 

NT$750  

不輸給 GAFA 和 BATH 的最快、骨

幹式商業溝通術: 豐田員工人人必學,

快速提升你的溝通能力。/山本大平

著; 黃雅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67-3 (EPUB)  

不輸給 GAFA 和 BATH 的最快、骨

幹式商業溝通術: 豐田員工人人必學,

快速提升你的溝通能力。/山本大平

著; 黃雅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69-7 (PDF)  

中醫現代化: 現代中醫診療輔助儀器

研發/張永賢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

文經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63-806-0 (PDF)  

*不爛之舌口燦蓮花的談判術 /邱紀

彬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1-5-3 

(PDF) NT$2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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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94-5 (EPUB)  

用 3 小時學會量價操作法 讓我股票

賺 3 倍: 200 張 K 線圖看透主力和法

人,在低價買進的軌跡!/楊金著 .-- 新

北市 : 大樂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64-65-0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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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產業クラスターマシプ. 2021/陳

嘉茹, 邱翎忻, 岳俊豪作 .-- 初版 .-- 新

竹縣 :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, 11012 .-- 

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-

375-4 (平裝) NT$3000  

夯 fashion/邱筱婷編著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博課師科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96389-6-8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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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565-4-1 (PDF)  

史上最強的 K 線戰法,教你用 320 張

圖賺 1000 萬: 用單根、多根形態,與

指標、成交量的共振,建立賺爆的交

易系統/孟慶宇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64-70-4 (PDF)  

白牙/莎娣.史密斯(Zadie Smith)著; 梁

耘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72-7 (EPUB)  

田中央作品集= Fieldoffice incomplete 

works,1994-/田中央工作群, 黃聲遠作; 

王俊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7-71-0 (EPUB)  

末日告白指南/蘇乙笙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皇冠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33-3826-0 (PDF)  

打火哥的 30 堂烈焰求生課: 第一線

熱血消防員親授關鍵保命絕招,破解

火場迷思/蔡宗翰作; 盧侑典朗讀 .-- 

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1 .-- 約 350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23-9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台中藝術博覽會. 2021= Art Taichung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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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2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7974-4-3 (平裝)  

民生電子研討會論文集. 2021/2021民

生電子研討會編著 .-- 臺南市 : 崑山

科大電子系, 11012 .-- 45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0-4-4 (平裝)  

生而為人的 13 堂數學課 /蘇宇瑞

(Francis Su)著; 畢馨云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臉譜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5-051-5 (EPUB) NT$294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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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趙睿音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12-4 (EPUB)  

未來世界大風吹遊戲,你可以不當鬼: 

33 位建中大叔多元職場的自我追尋,

在萬變時代找到自己的位子/駝客學

校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好人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30-1-5 (PDF)  

未來世界大風吹遊戲,你可以不當鬼: 

33 位建中大叔多元職場的自我追尋,

在萬變時代找到自己的位子/駝客學

校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好人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30-3-9 (EPUB)  

未來的幸福科學/丹尼爾.吉爾伯特著; 

郭曉燕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96-1-1 (EPUB)  

未來的幸福科學/丹尼爾.吉爾伯特著; 

郭曉燕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96-5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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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56-75-2 (PDF)  

卡拉馬助夫兄弟們(杜斯妥也夫斯基

200 歲冥誕紀念版)/杜斯妥也夫斯基

著; 臧仲倫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126-6 (EPUB)  

卡拉馬助夫兄弟們(杜斯妥也夫斯基

200 歲冥誕紀念版)/杜斯妥也夫斯基

著; 臧仲倫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127-3 (PDF)  

未來教育.教育未來/蔡金田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711-233-0 

(EPUB) NT$370  

生物學學理解碼. 2: 從生物化學、細

胞、生理、演化到遺傳,完整剖析 35

個高中生物學疑難案例/蔡任圃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紅樹林出版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0-5-5 

(EPUB)  

生命靈數新手指南/喬伊.伍德沃德作; 

張笑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80-8 (EPUB)  

生命靈數新手指南/喬伊.伍德沃德作; 

張笑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84-6 (PDF)  

世故人情: 願歷經千帆,歸來仍是少

年/魯迅, 老舍, 周作人等著; 錢理群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27-1 

(EPUB) NT$299  

*世界大局,由誰決定?你不能不知道

的美國秩序與中華秩序!/王飛凌, 王

建勳, 高全喜, 許凱, 劉軍寧, 劉業進, 

劉澎, 蕭三匝, 蕭瀚, 叢日雲著; 王飛

凌,劉驥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

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63-

63-8 (全套:平裝) NT$94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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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78-2-5 (PDF)  

世界民族主義觀察與研究: 疫苗民族

主義的興起/羅志平作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839-7-4 (EPUB) 

NT$315  

世界金字塔百科: 從印尼、拉丁美洲

建築到埃及的古文明巡禮,一探人類

史上最大奧祕/河江肖剩, 佐藤悅夫

等作; 哲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

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89-686-0 (EPUB)  

生活科學大哉問/左卷健男作; 蔡婷

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0-373-0 (EPUB)  

生活科學大哉問/左卷健男作; 蔡婷

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0-376-1 (PDF)  

世界級求生專家傳授!從野外遇難到

天災意外的超級生存術/加藤英明著; 

王盈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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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47-1 (EPUB)  

世界烈酒入門(暢銷紀念版)/喬艾爾.

哈里遜 (Joel Harrison), 尼爾 .雷德利

(Neil Ridley)著; 味道筆記本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59-377-4 

(EPUB)  

主要國家專利趨勢觀測分析. 2020/葉

席吟, 王惠瑜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19-313-2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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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.-- 臺北市  : 三采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703-0 (EPUB)  

*司特三等英文用書/李盛光編著 .-- 

新北市 : 李震光, 11012 .-- 204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25-5 (平裝) 

NT$900  

失眠診所: 整合醫學醫師、營養師教

你吃出好眠力/歐瀚文, 賀菡懿, 洪佳

琪, 陳郁涵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博思智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49-7-8 (EPUB)  

打造超人學習/xdite(鄭伊廷)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64-2 (EPUB)  

打造最強企業圈粉力: 使用者導向 x

同理心設計 x 創造新價值/金子剛, 並

木光太郎著; 王美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9-048-8 (EPUB)  

打開古人內心小劇場: 15 篇核心古文,

透視古人這樣想、那樣寫的萬千糾!/

楊曉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38-9 (EPUB)  

打開古人內心小劇場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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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136-5 (PDF)  

出發去淡水: 真理街景點美食介紹/

姚依伶圖; 盧孝瑄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姚依伶, 11011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545-3 (精裝)  

出發去淡水: 淡水老街景點美食介紹

/姚依伶圖; 盧孝瑄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姚依伶, 11011 .-- 3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544-6 (精裝)  

可程式控制快速進階篇(含乙級機電

整合術科解析)/林文山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94-3 (PDF)  

打開淡水老信徒的相簿: 淡水長老教

會那黑與白的年代/蘇文魁作 .-- 新北

市 : 真理大學, 11012 .-- 240 面; 25X25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58-82-9 (平裝)  

出發點 1979-1996/宮崎駿著; 黃穎凡, 

章澤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
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31-0 (EPUB)  

台語片第一女主角: 小艷秋回憶錄/

小艷秋口述; 何思瑩撰稿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雙囍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5-8-4 (PDF)  

台語片第一女主角: 小艷秋回憶錄/

小艷秋口述; 何思瑩撰稿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雙囍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6-0-3 (EPUB)  

用對自然力讓毛孩活得好: 自然醫學

博士愛用的寵物平衡療育法/黃于容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6-56-1 (PDF)  

由福利到人權: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

利公約深/申論/金亨植(김형식)等著; 

趙文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伊甸基

金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8819-45-0 (EPUB)  

永遠的祝福: 盲人宣教師廖旺的故事

/周佩蓉, 江淑文文; 陳嘉鈴圖 .-- 初

版  .-- 臺南市  : 臺灣教會公報社 , 

11012 .-- 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1-26-3 (精裝) NT$3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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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4-074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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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4-075-2 (EPUB)  

永遠的寶貝/三毛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皇冠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3-3825-3 (PDF)  

史賓塞的快樂教育(暢銷珍藏版): 尊

重孩子權利、避免過度學習的 107

個快樂提案,培養自主學習.獨立思考.

同 理 他 人 的 特 質 / 赫 伯 特 . 史 賓 塞

(Herbert Spencer)著; 顏真譯 .-- 四版 .-

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8-11-9 (EPUB) 

NT$27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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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62-8 (EPUB)  

穴療: 對症按摩 x 拍打 x 刮痧,小病自

己來!/陳品洋編審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博思智庫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049-6-1 (EPUB)  

左邊/賀爾作 .-- 臺北市 : 新文潮出版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760-4-4 (EPUB)  

台灣大型集團企業研究. 2021/劉任總

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華徵信所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5-2-3 

(PDF)  

*台灣史論叢. 戰後政治篇, 中華民國

在台灣的發展/薛化元, 蘇瑤崇, 侯坤

宏, 松田康博, 蘇瑞鏘, 陳儀深, 若林

正丈, 陳翠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50-543-3 (EPUB)  

台灣古蹟巡禮: 重拾土地記憶與發現

老建築之美/林嘉澍作.主講 .-- 新北

市 : 一刻鯨選, 11011 .-- 約 164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0-50-1 (線上

有聲書(M4A))  

台灣室內設計大獎. 2021 第 14 屆/王

玉麟, 安郁茜, 何以立, 李玉玲, 林友

寒, 胡肖玫, 胡碩峯, 莊豐賓, 陳冠華, 

黃惠美, 黃湘娟, 楊岸編輯委員 .-- 臺

北市 : 室內設計協會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8794-8-4 (PDF)  

台灣新文學史(十周年增修版). 上/陳

芳明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 : 聯經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18-1 (PDF)  

台灣新文學史(十周年增修版). 下/陳

芳明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 : 聯經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19-8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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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新文學史(十周年增修版). 上/陳

芳明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 : 聯經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22-8 (EPUB)  

台灣新文學史(十周年增修版). 下/陳

芳明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 : 聯經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

6123-5 (EPUB)  

台灣嘴之懷古風情畫/田純慈撰文 .-- 

初版 .-- 基隆市 : 基隆市新建社區發

展協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781-3-2 (PDF)  

*台灣學門領域研究能量分析 /紀凱

齡, 陳明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

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19-318-7 (PDF)  

老ㄙㄨ老師的同理心身教: 輕鬆上手

聆聽版/蘇明進作.朗讀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2 .-- 約 92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31-7 

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80  

有一種豁達,叫「蘇東坡」: 賞讀詞

人的快意人生/蘇淑芬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67-2 (PDF)  

有一種豁達,叫「蘇東坡」: 賞讀詞

人的快意人生/蘇淑芬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72-6 (EPUB)  

有了詩就不一樣: 來讀詩經吧!/黃秋

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16-5 (PDF) NT$245  

有了詩就不一樣: 來讀詩經吧!/黃秋

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18-9 (EPUB) NT$245  

收入增長 10 倍的致富行為: 固定不

等於穩定,不冒險才是高風險,不必多

10 倍努力,口袋自動加深 10 倍的理

財思維/田端信太郎著; 羅淑慧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57-4 

(PDF)  

收入增長 10 倍的致富行為: 固定不

等於穩定,不冒險才是高風險,不必多

10 倍努力,口袋自動加深 10 倍的理

財思維/田端信太郎著; 羅淑慧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61-1 

(EPUB)  

伊凡的戰爭: 聆聽二戰蘇聯士兵消失

的聲音/梅里杜爾(Catherine Merridale)

著; 梁永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貓

頭鷹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262-522-4 (EPUB)  

年月日/王艾琳編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

縣 : 王艾琳, 11012 .-- 6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43-9511-8 (平裝)  

成分迷思/喬治.翟登(George Zaidan)

著; 甘錫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

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76-2-4 (EPUB)  

成分迷思: 解讀健康新聞的 10 堂通

識課/喬治.翟登(George Zaidan)著; 甘

錫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 : 行路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76-1-7 (PDF)  

米元章千字文/蔡松男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北市 : 中華書法美術社, 11012 .-- 

220 面 ; 25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86733-9-7 (平裝) NT$420  

早午餐聖經/吳充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1-56-7 (EPUB) 

NT$380  

早午餐聖經/吳充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1-58-1 (PDF)  

西北/莎娣.史密斯(Zadie Smith)著; 葉

佳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73-4 (EPUB)  

死囚: 施明德回憶錄. I: 1962-1964/施

明德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30-6 (PDF)  

死囚: 施明德回憶錄. I: 1962-1964/施

明德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34-4 (EPUB)  

死囚: 施明德回憶錄. I: 1962-1964/施

明德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35-1 (EPUB)  

*次世代生物經濟: 以合成生物學為

核心之科技趨勢觀測/林海珍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19-319-4 (PDF)  

自由新鎮 1.5 舞台劇紀念設定集: 戀

愛之神與祂的背叛者們/三點水製藝

文化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9-050-1 (EPUB)  

自 主 學 習 大 未 來 / 凱 莉 . 麥 克 唐 納

(Kerry McDonald)著; 林麗雪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4-084-4 

(EPUB)  

自 主 學 習 大 未 來 / 凱 莉 . 麥 克 唐 納

(Kerry McDonald)著; 林麗雪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085-1 (PDF)  

光在心自在: 百福雲集/釋自衍, 釋自

晟, 釋見拓, 黃惠珍撰; 香光尼僧團人

文志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伽耶

山基金會, 11101 .-- 102 面; 15X1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8694-5-4 (平裝)  

*划向未來的方舟: 輔大六十,熠熠生

輝/彭漣漪, 張雅琳, 陳培思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80-6 

(EPUB)  

*划向未來的方舟: 輔大六十,熠熠生

輝/彭漣漪, 張雅琳, 陳培思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82-0 

(PDF)  

灰色地帶/溫餘作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

溫餘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64-4 (平裝) NT$444  

米米家的萌餐桌/米米(Rumi)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84-638-3 

(EPUB)  

米米家的萌餐桌/米米(Rumi)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40-6 (PDF)  

全光譜: 色彩的科學如何為我們帶來

現代生活/亞當.羅傑斯(Adam Rogers)

著; 王婉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
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93-2 (EPUB) NT$336  

先佔先贏 ,打造高獲利的投資組合 : 

選對標的,資產存款秒翻倍!/蔣勤興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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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7-179-1 (PDF)  

先佔先贏 ,打造高獲利的投資組合 : 

選對標的,資產存款秒翻倍!/蔣勤興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7-180-7 (EPUB)  

如何扭轉氣候災難: 人為力量的介入

能否逆轉自然浩劫?來自各大環境災

難前線的直擊報導,看人類如何運用

科技與智慧應對地球危機/伊莉莎白.

寇伯特(Elizabeth Kolbert)著; 余韋達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62-1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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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24-4 (EPUB)  

回到古代打官司: 護食安,拆違建,抓

色情,防舞弊...打擊犯罪,古人自有好

方法/劉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

者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9-553-3 (EPUB) NT$196  

考來考去都考這 3,000 單字/地表最

強教學顧問團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

合傳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84-40-2 (PDF) NT$490  

安居的智慧: 非暴力溝通與正念練習

/凱薩琳.居.卡登(Catherine Cadden), 居

傑(Jesse Wiens Chu)合著; 李夏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6-5 

(EPUB)  

*老姐要用 Kotlin 寫專案: 從 Server 到

Android APP 的開發生存日記/李盈瑩

(Kate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65-4 (PDF)  

*老姐要用 Kotlin 寫專案: 從 Server 到

Android APP 的開發生存日記/李盈瑩

(Kate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72-2 (EPUB)  

如 果 重 來 : 週 年 紀 念 設 定 集 /X-

LEGEND 傳奇網路遊戲股份有限公

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49-5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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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45-0-1 (EPUB)  

如果野牛做夢= If bison can dream/張

宏圖[作]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未來

耿畫廊, 11011 .-- 60 面; 20X27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346-4-0 (精裝)  

任性貓咪的調教方法 /Ichikawa Ichi
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156-7 (EPUB)  

死後,貓會吃掉我的眼睛嗎?: 渺小人

類面對死亡的巨大提問/凱特琳.道堤

(Caitlin Doughty)著; 林師祺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悅知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6-8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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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934-3 (EPUB) 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年報. 

一 0 九年度/林俊成主編 .-- 臺北市 : 

農委會林試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55-88-0 (PDF)  

有時,我們遠行/蔡欣洵作 .-- 臺北市 : 

新文潮出版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06760-5-1 (EPUB)  

西班牙朝聖 800K: Kelly 這樣撿回自

己/林孟燕原作; 鄭焙檍朗讀 .-- 臺北

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11 .-- 約 416 分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57-6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80  

全家泡溫泉/黃貴琳主編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宏碩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49-194-1 (PDF) 

NT$49  

名望,財富與野心: 「成功」真正的

意義是什麼?/奧修 (OSHO)作 ; Zahir
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55-5 

(EPUB)  

自殺防治年報. 中華民國 109 年/李明

濱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自

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7195-36-4 (PDF)  

西野翔 Lele/西野翔著; 近井沙妃攝影; 

楚雲翻譯 .-- 臺北市 : 更生文化設計, 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41-5-9 (平裝)  

宅 創 業 / 堤 ゆ か り (YUKARI 

TSUTSUMI)著; 莊雅琇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77-4 (PDF)  

宅 創 業 / 堤 ゆ か り (YUKARI 

TSUTSUMI)著; 莊雅琇譯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79-8 (EPUB)  

在黑暗的日子裡,陪伴是最溫暖的曙

光: 大熊貓與小小龍的相伴旅程/詹

姆斯.諾柏瑞(James Norbury)著; 鄭煥

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32-0 (PDF) NT$360  

在黑暗的日子裡,陪伴是最溫暖的曙

光: 大熊貓與小小龍的相伴旅程/詹

姆斯.諾柏瑞(James Norbury)著; 鄭煥

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36-8 (EPUB) NT$360  

肌筋膜疼痛修復全書: 16 個常見痛症

X4 大放鬆手法,解析全身筋膜網異常,

打開層層緊繃和沾黏的疼痛自救/凃

俐雯著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7-01-5 

(PDF)  

肌筋膜疼痛修復全書: 16 個常見痛症

X4 大放鬆手法,解析全身筋膜網異常,

打開層層緊繃和沾黏的疼痛自救/凃

俐雯著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7-02-2 

(EPUB)  

全新低醣燃脂聖經: 阿金博士與 3 位

國際醫學專家帶你扭轉疾病、終極

瘦 身 !/ 史 蒂 芬 . 芬 尼 (Stephen D. 

Phinney), 艾瑞 克 .威 斯 特 曼 (Eric C. 

Westman), 傑夫.福萊克(Jeff S. Volek)

合著; 邱文心譯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96-48-7 (EPUB)  

企業社會責任年鑑. 2021/經濟日報編

輯中心策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經濟

日報, 11012 .-- 9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79-3-4 (平裝) NT$2000  

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: 許家維個展= 

A performance in the church: Hsu Chia-

Wei's solo exhibition/尊彩藝術中心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尊彩國際, 11011 .--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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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00-8-

3 (平裝)  

企業會計準則(EAS)財報主要行業財

務比率. 110 年版(109 年度)/張國銘總

編輯  .-- 臺北市  : 金融聯合徵信 , 

11012 .-- 3400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6478-71-0 (光碟片) NT$600  

企業會計準則(EAS)財報主要行業財

務結構資訊統計. 110 年版(109 年度)/

張國銘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金融聯合

徵信, 11012 .-- 12200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478-72-7 (光碟片) NT$1200  

*企劃+/韓明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碁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4-021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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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1-86-5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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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1-90-2 (EPUB)  

光影之間/陳竹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致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54-35-3 (PDF) NT$168  

光影攝彩: RGB 攝影 2022 攝影作品

集/陳賜杰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RGB 數

位攝影研習班, 11101 .-- 120 面; 25X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575-3-4 (精裝) 

NT$1200  

老謝的台灣紀行: 有時走路,有時吃

喝/謝金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

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14-28-8 (PDF)  

有鍋就能煮/嘖嘖料理手帳(zeze)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37-6 

(EPUB)  

有鍋就能煮/嘖嘖料理手帳(zeze)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39-0 

(PDF)  

休謨主義的人性科學: 人性論、因果

問題、歸納推理、自我理論 /劉燁 , 

曾紀軍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956-5 (EPUB)  

全職存股,不上班 10 萬變 1 億/股千

(kabu1000)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34-4 (PDF)  

全職存股,不上班 10 萬變 1 億/股千

(kabu1000)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42-9 (EPUB)  

全職媽媽的零工經濟: 平衡夢想與母

職的斜槓生活學/宋憶萍著 .-- 臺北

市 : 華品文創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1-53-5 (PDF)  

行願して半世紀: 證厳法師と慈済/

潘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, 

11012 .-- 53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171-7-6 (精裝)  

在霧中和你說話/陳繁齊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79-707-6 (EPUB)  

你,和你以外的。: 來自 ROLAND 的

贈言/ROLAND 著; 陳美瑛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165-0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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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13-9682-8 

(EPUB)  

每天 10 分鐘,皮拉提斯正骨美型消痠

痛/卓莉(Lily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8-089-5 (EPUB)  

我不是自己的/陳函謙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64-5 (EPUB)  

我用 3 萬月薪,只買雪球小型股,狠賺

3000 萬!: 選股達人專挑「1 年漲 3 倍」

的小型股,3 萬本金打造 100%獲利的

千萬退休金/遠藤洋著; 賴惠鈴譯 .-- 

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7-5-5 (PDF)  

我用 3 萬月薪,只買雪球小型股,狠賺

3000 萬!: 選股達人專挑「1 年漲 3 倍」

的小型股,3 萬本金打造 100%獲利的

千萬退休金/遠藤洋著; 賴惠鈴譯 .-- 

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7-7-9 (EPUB)  

佛本生故事集 : <<小部經典.本生經

>>譯本/夏丏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379-8 (PDF)  

別用努力感動自己/劉睿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77-2 (PDF)  

別用努力感動自己/劉睿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78-9 (EPUB)  

我行,你也行!: 成年身心障礙者結構

化教學教案/王富玉, 王雅萱, 古嘉琪, 

朱貽莊, 李婉玲, 周惠英, 林思婷, 黃

珉蓉, 黃莉芬, 黃珊, 陳怡湘, 陳彥如, 

陳姵弟, 陳紫寧, 楊佳偉, 詹純蓉, 劉

瑞玲, 蔡沁文, 鄭佳琪, 戴亞琪, 羅晧

瑜撰稿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民國

唐氏症基金會, 11011 .-- 8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1-0-8 (平裝)  

我在 I AM: 最簡潔有效的開悟指引/

室 利 . 尼 薩 加 達 塔 . 馬 哈 拉 吉 (Sri 

Nisargadatta Maharaj)作; 彭展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地平線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4-6-4 

(PDF)  

角色人物內心戲攻略 /山迪 .法蘭克

(Sandy Frank)著; 李志堅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原點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4-00-7 (EPUB)  

沒有名字的房間: 項婕如首部文集,

用善感的低語,撿拾黑暗裡的光亮;用

細膩的感知,演繹生活中的起伏/項婕

如作 .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時報文化 , 

11011 .-- 約 1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92-7 ( 線 上 有 聲 書

(WAV)) NT$390 .-- ISBN 978-957-13-

9693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90  

沒有任何題目需要隱藏/方群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07-4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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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呂雙波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925-1 (EPUB)  

沒有咖啡活不下去!: 從美國紅回日

本的咖啡愛好家,最可愛的零基礎咖

啡入門指南/岩田亮子著; 龔婉如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101 .-- 面; 



195 

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175-655-4 

(EPUB)  

角色的誕生/鄭君里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40-85-2 (EPUB)  

你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了嗎?. Vol.2, 

回家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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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95258-1-2 (EPUB)  

*完全破解多益單字+片語 /張重維 , 

Jennifer Thaler 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

合傳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84-41-9 (PDF) NT$490  

我在華爾街學到的制勝投資術/高橋

丹(高橋ダン)著; 陳佩玉, 李浩然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8-102-1 

(EPUB)  

你吃椰子油的方法 80%都是錯的!: 

百萬人都在吃椰子油,但你吃的方法

是對的嗎?一天就有感,兩週就見效,

最簡單易做的正確吃油法/白澤卓二

著; 陳光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如

果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5-11-4 (EPUB)  

男男女女: 我們相愛一生,一生還是

太短/魯迅, 梁實秋, 聶紺弩等著; 黃子

平 編  .-- 初 版  .-- 新 竹 縣  : 方 集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25-7 (EPUB) NT$299  

攻克各種姿勢!制服少女繪圖技法: 

專業繪師やとみ老師親自傳授如何

描繪角色線稿 !/やとみ著 ; 王怡山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53-2 (EPUB)  

我決定要活 120 歲/李承憲(Ilchi Lee)

著; 陳查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

遊者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9-546-5 (EPUB)  

我決定要活 120 歲: 告訴大腦你的決

定,打破大腦預設的生命年限,下一個

60 年,生命更精采/李承憲(Ilchi Lee)著; 

陳文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地平線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84-3-3 (EPUB)  

告別節食地獄的慾望系飽足餐: 驚!

這麼好吃竟然是減醣&低脂?!/石原

彩乃著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51-8 (EPUB)  

*你所不知道的必學前端 Debug 技巧: 

即學即用!讓你 Debug 不求人/楊楚玄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66-1 (PDF)  

*你所不知道的必學前端 Debug 技巧: 

即學即用!讓你 Debug 不求人/楊楚玄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73-9 (EPUB)  

我的日常,令你傻眼!?這世界和你想

的不一樣/斗鬼正一作; 李彥樺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42-2 (PDF)  

我的日常,令你傻眼!?這世界和你想

的不一樣/斗鬼正一作; 李彥樺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43-9 (EPUB)  

佛陀本懷: 蕅益大師之<<佛遺教三經

>>註解/(明)蕅益智旭大師著述; 林中

華白話文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林

中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35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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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35-0 (EPUB)  

我的第一本图解心理学: 知己知彼,

全盘皆胜/洪震宇 Ryan 着 .-- 新北市 : 

大眾國際書局, 11012 .-- 33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1-22-1 (平裝)  

你的態度,決定你的前途/王渡編著 .-- 

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012 .-

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-

800-9 (平裝) NT$380  

佛性辨正/藍傳盛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78-3 (PDF) NT$400  

折返點 1997-2008/宮崎駿著; 黃穎凡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52-5 (EPUB)  

我是全世界最可愛的貓咪: 谷柑回家

/Poppy Li 圖; 谷柑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浩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62-4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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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ひすいこたろう)作; 

張佳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675-0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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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ひすいこたろう)作; 

張佳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680-4 (EPUB)  

你看重不如神看中: 改變你的觀點.

改 變 你 的 人 生 / 麗莎 . 畢 維爾  (Lisa 

Bevere)著; 蕭雅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異象工場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076-4-2 (EPUB)  

身為媽媽,我很驕傲: 點燃生活熱情

的思考整理術/嚴有娜著; 鄭筱穎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36-8 

(PDF)  

身為媽媽,我很驕傲: 點燃生活熱情

的思考整理術/嚴有娜著; 鄭筱穎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44-3 

(EPUB)  

完美裸體姿勢集: 君島美緒/横山こ

うじ攝影; 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9-000-6 (EPUB)  

我們,MZ 新世代: 準時下班?不婚不

生?奉行極簡?帶你秒懂八年級生都

在想什麼/高光烈(Ko Kwang Yeol)著; 

黃莞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83-5 (EPUB)  

沙茶: 戰後潮汕移民與臺灣飲食變遷

/曾齡儀作; 鄭佳如朗讀 .-- 臺北市 : 

鏡文學, 11011 .-- 約 240 分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7054-21-5 (線上有聲

書(MP3))  

我真正的家,就在當下: 一行禪師的

生 命 故 事 與 教 導 / 一 行 禪 師 (Thich 

Nhat Hanh)著; 一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橡樹林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219-4-4 (PDF)  

忘記你我做不到,最好學的王可樂日

語 50 音入門書: 從字源與情境完熟

五十音/王可樂日語作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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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94-3 (PDF)  

*忘記你我做不到,最好學的王可樂

日語 50 音入門書: 從字源與情境完

熟五十音/王可樂日語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97-4 (EPUB)  

我們的歌: 五年級點唱機/宇文正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6-5-3 

(EPUB)  

我們都要好好說再見: 關於安樂死的

生死議題/賴台生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

縣 : 方集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71-320-2 (EPUB) NT$320  

我們與動物的距離: 道德、規範與信

仰,原來演化自我們無私的基因/法蘭

斯.德瓦爾(Frans de Waal)著; 陳信宏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7-53-7 (EPUB) NT$52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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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00-9 

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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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03-0 

(EPUB)  

希望老後的我看起來還不錯: 寫給退

休族的 30 堂優老計畫課/萬子綾, 黃

淑君, 楊婷雅, 蔡麗瓊, 楊香容, 鄭惠

文作 .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時報文化 , 

11011 .-- 約 358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94-1 ( 線 上 有 聲 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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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95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60  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年. 

第一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81-2 (EPUB)  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年. 

第二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82-9 (EPUB)  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年. 

第三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83-6 (EPUB)  

李常受文集.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年. 

第四冊/李常受著; 財團法人臺灣福

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84-3 (EPUB)  

沙鹿南勢、埔子、鹿港寮廟宇護照: 

祿清宮/蔡君逸撰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

鴻林圖書, 11011 .-- 36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62-1-3 (平裝)  

*我國重點產業博士級科技人才供需

現況調查: 以通訊設備製造業為例/

王怡惠, 張書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19-320-0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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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0-138-8 (EPUB) 

NT$300  

沙鹿廟宇護照: 紫浩宮/蔡君逸撰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鴻林圖書, 11011 .-- 

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62-

0-6 (平裝)  

佛教禪定學/陳兵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
市 : 佛光文化, 11011 .-- 冊 .-- ISBN 

978-957-457-607-4 (全套:精裝)  

我買台指期,管它熊市牛市,年賺 30％: 

一種規則,兩種行情,不到 3 萬本金,超

簡單 123 法則,100 萬輕鬆變成 200 萬

/陳姵伊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64-2 (PDF)  

我買台指期,管它熊市牛市,年賺 30％: 

一種規則,兩種行情,不到 3 萬本金,超

簡單 123 法則,100 萬輕鬆變成 200 萬

/陳姵伊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65-9 (EPUB)  

似曾相識,你的男友: Robert 洪仕晟寫

真書/洪仕晟作; 深夜名堂攝影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16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194-

0 (平裝)  

沈雲龍先生傳/陳三井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6-51-8 

(PDF)  

沈雲龍先生傳/陳三井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6-52-5 

(EPUB)  

吹落企!薩友同樂會/Sax Ruby 王云希

作 .-- 新北市 : 阿道夫樂器, 11012 .-- 

2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82-

2-5 (第 2 冊:平裝)  

決愛后冠. II, 叛心/綺拉.凱斯(Kiera 

Cass)作; 黃婷涵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58-701-6 (EPUB)  

言語行為、言論自由與傷害: 立基於

言語行為的言論自由理論 /鄭光明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26-6 (EPUB)  

*言語行為、言論自由與傷害: 立基

於言語行為的言論自由理論/鄭光明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30-3 (PDF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1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36-5 (EPUB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1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38-9 (PDF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2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37-2 (EPUB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2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39-6 (PDF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3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45-7 (PDF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3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48-8 (EPUB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4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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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46-4 (PDF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4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49-5 (EPUB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5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47-1 (PDF)  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5)/吳墉祥原著; 
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
歷史文化學社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36-50-1 (EPUB)  

我滿懷歧異的意識代碼: 資料設定集

/有病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有病制作, 11012 .-- 12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7-0-

5 (精裝) NT$499  

快樂女人不會老: 國民奶奶譚艾珍的

瀟灑人生/譚艾珍作; 盧慧心文字採

訪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74-1 (EPUB)  

快樂女人不會老: 國民奶奶譚艾珍的

瀟灑人生/譚艾珍作; 譚艾珍, 崔幗夫

朗讀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12 .-- 

約 3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80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改寫全球文化的 13 本經典: 從他們

用的詞彙、吃的食物,到臥房裡的祕

密,都在這些美國「聖經」之中。/潔

絲 .麥克休(Jess McHugh)著 ; 吳宜蓁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52-9 (PDF)  

改寫全球文化的 13 本經典: 從他們

用的詞彙、吃的食物,到臥房裡的祕

密,都在這些美國「聖經」之中。/潔

絲 .麥克休(Jess McHugh)著 ; 吳宜蓁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53-6 (EPUB)  

沉默的佛陀: 佛陀教義的真髓/大川

隆法(Ryuho Okawa)作; 幸福科學經典

翻譯小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

幸福科學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95-0-5 (EPUB)  

低壓工業配線實習/黃盛豐, 楊慶祥

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84-4 (PDF)  

改變人類文明的 12 座時鐘/大衛.魯

尼(David Rooney)著; 顏涵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84-2 (EPUB)  

改變世界的九大演算法: 讓今日電腦

無所不能的最強概念(暢銷經典版)/

約翰.麥考米克(John MacCormick)著; 

陳正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

潮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077-4-0 (EPUB)  

法轮大法: 各地讲法/李洪志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1110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8632-85-1 (第 12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957-8632-86-8 (第 1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8632-87-5 

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8632-

88-2 (第 15 冊:平裝)  

明公啟示錄: 范明公解密<<道德經

>>. 2, 從帛書<<老子>>談為人處世 

的最佳方針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6-82-7 (EPUB)  

明公啟示錄: 解密維摩詰經的大乘佛

法實踐道. 2, 從弟子品看小乘到大乘

的修行方法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6-83-4 (EPUB)  

放手讓孩子飛: 亞太美國學校打造實

現夢想的舞台/邵冰如, 朱乙真, 黃筱

珮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88-2 (PDF)  

放手讓孩子飛: 亞太美國學校打造實

現夢想的舞台/邵冰如, 朱乙真, 黃筱

珮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89-9 (EPUB)  

初生之犢: 做小夢也有超能力/麗茲.

芙金.柏哈拿(Liz Forkin Bohannon)著; 

高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天恩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77-330-7 (EPUB)  

初生之犢: 做小夢也有超能力/麗茲.

芙金.柏哈拿(Liz Forkin Bohannon)著; 

高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天恩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77-331-4 (EPUB)  

妳以為妳是誰?/艾莉絲 .孟若 (Alice 

Munro)作; 廖綉玉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80-6 (EPUB)  

妳以為妳是誰?/艾莉絲 .孟若 (Alice 

Munro)作; 廖綉玉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
市 : 木馬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4-082-0 (PDF)  

房仲、保險必學的成交筆記: 16 方法

+8 表格,教你如何達成業績快、狠、

準!/大樂圖書編輯部著 .-- 新北市 : 大

樂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64-66-7 (PDF)  

金色的記憶/葉筱彤圖.文 .-- 臺北市 : 

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, 11011 .-- 24

面 ; 21X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6662-1-3 (平裝)  

長安客/北溟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麥田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0-153-1 (PDF)  

*法式鉤針刺繡珠寶設計 X 商品企劃

故事設計手帖: 讓你的刺繡設計有故

事/黃丹怡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, 11012 .-- 

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5-

4-7 (平裝) NT$990  

法式優雅品味套書/余順琪編輯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320-037-1 (全套:平裝) 

NT$375  

長老職分課程/水流職事站編; 財團

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.-- 臺灣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臺灣福音書房 , 

11011 .-- 27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66-785-0 (第 5 冊:平裝)  

河系: 人物誌= Llyung: arts & makers/

楊孟珣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呈育

整合行銷, 11011 .-- 70 面; 28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38-1-6 ( 平 裝 ) 

NT$350  

河系: 什物誌= Llyung: things & origin/

許慈恩(Ani Syu)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呈育整合行銷, 11011 .-- 90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38-0-9 (平裝) 

NT$350  

協志工商職校藝術季特展. 第 20 屆: 

佘明娟圓夢之旅/佘明娟作 .-- 嘉義

縣 : 嘉縣協志高級工商, 11011 .-- 104

面 ; 20X21 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7193-4-6 (平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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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泥沙集/白雲老禪師著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: 千佛山白雲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9-8-7 (PDF) 

NT$130  

*東亞天文農曆. 2022 壬寅年= East 

Asia astro calendar/ .-- 宜蘭縣 : 人智學

教育基金會, 11012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9043-7-7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欣欣此生: 北大歷史學者邵循正的求

學、品格與生活/邵瑜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86-9 (EPUB)  

往事並不如煙/章詒和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01-6 (PDF)  

往事並不如煙/章詒和著 .-- 三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04-7 (EPUB)  

往事並不如煙. 續篇/章詒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688-0 

(EPUB) NT$350  

往事並不如煙. 續篇/章詒和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89-7 (PDF) 

NT$350  

果林夜話/南隙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88-08-1 (EPUB)  

兩岸媽祖文化的傳播路徑與發展研

究/謝雅卉作 .-- 桃園市 : 裨海文化事

業, 11011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20-0-0 (平裝) NT$500  

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暨印鈕比賽得

獎作品集 . 第二十二屆= The 22nd 

Ming Tsung Award National Calligraph, 

Seal Carving, and Button Competition/廖

穆信主編 .-- 高雄市 : 明宗書法藝術

館, 11012 .-- 64 面; 3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99-0-0 (平裝) NT$500  

武俠小說史話/梁守中著 .-- 初版 .-- 

新竹縣 : 如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6-64-3 (EPUB) 

NT$300  

*版型設計: 上衣設計理論與應用實

務 /黃丹怡, 蘇怡如作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

會, 11012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55-5-4 (平裝) NT$490  

表相歸依與實義歸依: 真如為究竟歸

依處/佛教正覺同修會編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佛教正覺同修會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655-9-2 

(PDF)  

尚書新解/唐婷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華志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361-2-2 (PDF)  

彼得 2.0: 我不會死去,而是即將進化。

全球首位賽博格回憶錄/彼得.史考特

-摩根(Peter Scott-Morgan)著; 孟令函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61-4 

(EPUB)  

宗教史的 40 堂公開課/理查.哈洛威 

(Richard Holloway)著; 林金源, 廖綉玉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9-547-2 (EPUB)  

武統台灣 最後結局/無名著 .-- 初版 .-

- 屏東縣 : 武安工作室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43-1-8 (PDF) 

NT$360  

物理學家的科學講堂: 理解科學家的

思考脈絡,掌握世界的定律與真理/田

中幸, 結城千代子著; 陳識中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9-055-6 

(EPUB)  

非常關係/鄧惠文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平安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96-51-4 (PDF) NT$238  

孤絕之島: 後疫情時代的我們/黃宗

潔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81-3 (EPUB)  

孤絕之島孤絕之島: 後疫情時代的我

們/黃宗潔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
馬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4-083-7 (PDF)  

依然相信/傑瑞米.坎普(Jeremy Camp), 

大衛.湯瑪士(David Thomas)合著; 高

紫文譯 .-- 新版 .-- 臺北市  : 啟示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32-9-5 (EPUB)  

空虛島= Null island/楊朝皓 Howard 

Yang 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楊朝

皓, 11101 .-- 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38-5 (平裝) NT$460  

空間最佳化!家的質感整理: 第一本

從「生活型態」出發的簡單收納術,

兼顧居住便利與風格質感,打造「想

住一輩子」的家!/李知煐著; 李潔茹

譯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130-520-2 

(EPUB)  

兒童發展早期療育「國際論文發表

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」. 第二

十 二 屆 = The 22nd International 

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of Early 

Intervention for Child Development/蘇

慧菁等人作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早療

協會, 11011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1150-7-0 (平裝) NT$280  

花間集禽: 胡以誠工筆花鳥精品展/

胡以誠作 .-- 臺中市 : 中友百貨時尚

藝廊, 11012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99004-9-2 (平裝)  

法窗輕拍案: 那些你不可不知的法庭

博弈/常照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78-1 (PDF)  

法窗輕拍案: 那些你不可不知的法庭

博弈/常照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683-5 (EPUB)  

拆解 Bobbitt: 課程論百年紀念/劉幸, 

丁道勇, 程龍, 胡定榮, 楊智穎, 鍾鴻

銘, 單文經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426-9 (PDF)  

爸媽別崩潰: 帶孩子不再焦頭爛額,

邱永林心理師的教養祕笈 /邱永林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07-97-8 (EPUB)  

幸福达人全攻略: 福长手册/冯珮主

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08-0-8 (EPUB)  

弦歌之聲: 弦樂團合奏曲集/蔡秉翰
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全音樂譜, 
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03-49-

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03-

50-3 (第 2 冊:平裝)  

固態離子電池: 得固態電池者得天下

/劉如熹, 仝梓正, 廖譽凱, 王恕柏, 莫

誠康, 胡淑芬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85-1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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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緩失能安全照護全書/郭外天著 .-- 

二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010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92-4-7 

(EPUB) NT$336  

放養孩子,是為了讓他成為更好的大

人: 結合蒙特梭利與阿德勒心理學,

日本 92 歲阿嬤的奇蹟育兒法/大川繁

子著; 李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54-9 (EPUB)  

金融教授教你從財報 3 表找出會賺

錢的公司/西山茂著; 婁美蓮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19-7 (PDF)  

金融教授教你從財報 3 表找出會賺

錢的公司/西山茂著; 婁美蓮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46-20-3 

(EPUB)  

花貓蛋糕實驗室創意造型餅乾盒/林

勉妏, 黃靖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9-056-3 (EPUB)  

法學概論/陳麗娟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92-7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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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732-645-4 (EPUB)  

易學叢書 周易集解傳纂疏/(唐)李鼎

祚集解; (清)李道平纂疏 .-- 四版 .-- 新

北市 : 廣文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

986-5533-89-2 (全套:平裝) NT$2100  

金融騙局: 驚世詭計大揭密,寫給所

有投資人的警示書 /李奧 .高夫 (Leo 

Gough)著; 聞翊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今周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4-29-5 (PDF)  

金融證券年鑑. 2022/經濟日報編輯中

心策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經濟日報, 

11012 .-- 9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879-4-1 (平裝) NT$2000  

奇蹟の径路プラニック.ヒーリング: 

エネルギー療法に関する実践マニ

ュ ア ル = Miracles through pranic 

healing: practical manual on energy 

healing/蔡國瑞原著; 高橋健一翻譯 .-

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慈光星酉講堂, 

11101 .-- 4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6498-7-2 (平裝)  

玩轉科普腦: 科學實驗ｘ闖關遊戲ｘ

陶 藝 創 作 , 探 索 體 驗 28 招 , 培 養

STEAM 未來力/賴羿蓉, 李俊蘭, 黃柏

瑜, 鄭佳珍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

新手父母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8-12-6 (EPUB) NT$270  

直覺斷食: 四週彈性間歇性斷食,提

升新陳代謝、恢復健康、有效瘦身/

威爾.柯爾(Will Cole)著; 楊雅琪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24-5 

(PDF)  

直覺斷食: 四週彈性間歇性斷食,提

升新陳代謝、恢復健康、有效瘦身/

威爾.柯爾(Will Cole)著; 楊雅琪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25-2 

(EPUB)  

宜蘭舊城女性風華/張美鳳, 楊晉平

作  .-- 宜蘭縣  : 宜蘭社大基金會 , 

11012 .-- 35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8767-6-6 (平裝) NT$300  

洞= La Layenda de don Fermin/馬努葉

爾.馬爾索(Manuel Marsol)繪.著; 葉淑

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

11101 .-- 48 面; 34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77-69-7 (精裝) NT$550  

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: 中華民國

109 年 4 月 10 日,交通部臺灣鐵路管

理局,第 3198 次車,屏山巷出軌事故

(平交道)/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
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運輸安

全調查委員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24-77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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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楊雅琪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0-0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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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楊雅琪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0-2-2 (EPUB)  

室內空間配色基礎課: 色彩基礎認識

x 成功配色方法 居家配色一點都不

難!/台灣東販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9-057-0 (EPUB)  

室內設計公司數位經營革命: 內部管

理+外部營銷,數位化轉型迎向成長/

伊藤謙著; 劉德正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麥浩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8-765-5 (EPUB)  

為什麼我總是不能勇敢做自己: 相信

自己的價值,遠離不自覺的弱者行為,

你會比昨天更強大/偉恩.戴爾(Wayne 

W. Dyer)著; 葛窈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如果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5-12-1 (EPUB)  

英文精準表現 /Ku Seul 作 ; 許竹瑩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語研學院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9644-9-4 (PDF)  

城市的精神: 何以城市認同在全球化

時代如此重要/貝淡寧(Daniel A. Bell), 

艾維納.德夏里特(Avner de-Shalit), 林

夏如, 趙哲儀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雙囍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355-9-1 (PDF)  

城市的精神: 何以城市認同在全球化

時代如此重要/貝淡寧(Daniel A. Bell), 

艾維納.德夏里特(Avner de-Shalit), 林

夏如, 趙哲儀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雙囍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96-1-0 (EPUB)  

為 自 己 禱 告 手 冊 ( 越 文 版 )= CẦU 

NGUYỆN CHO CHÍNH MìNH/李月華

[作] .-- 臺北市 : 臺北靈糧堂, 11011 .-

- 3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9-

54-6 (平裝)  

信仰的未來: 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

的復甦/哈維.考克斯(Harvey Cox)著; 

郭騰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77-0-8 (EPUB)  

洪吟. 六(袖珍版)/李洪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益群, 11101 .-- 96 面; 1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8632-83-7 (平裝)  

洪吟. 六(簡體袖珍版)/李洪志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益群, 11101 .-- 96 面; 

1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632-84-4 (平

裝)  

洋弟子學論語/劉亮吟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56-9 (PDF)  

為作家寫的書: 當代台港女作家論/

張雪媃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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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0-87-6 (EPUB)  

*哈佛情商課: 調整情緒的 EQ 大法/

鄧東文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61-6-0 (PDF) NT$280  

威克斯情緒療法: 運用情緒文法為你

創造療癒奇蹟 /理查.威克斯(Richard 

Wickes)作; 林芷安譯 .-- 臺中市 : 薪能

量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40-1-1 (PDF)  

威克斯情緒療法: 運用情緒文法為你

創造療癒奇蹟= Feel and heal: a new 

way to inner health/ 理 查 . 威 克 斯

(Richard Wickes)作; 林芷安譯 .-- 臺中

市 : 薪能量文化, 11011 .-- 197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40-0-4 (平裝) 

NT$380  

後來,我告了報社老闆: 一本直擊新

聞製造內幕的前總編輯回憶錄/大衛.

希門內斯(David Jiménez)著; 馬巧音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86-8 (EPUB)  

後來,我告了報社老闆: 一本直擊新

聞製造內幕的前總編輯回憶錄/大衛.

希門內斯(David Jiménez)著; 馬巧音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88-2 (PDF)  

革命分子耶穌: 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

生平與時代/雷薩.阿斯蘭(Reza Aslan)

著; 黃煜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衛

城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2-13-6 (EPUB)  

革命分子耶穌: 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

生平與時代/雷薩.阿斯蘭(Reza Aslan)

著; 黃煜文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衛

城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52-14-3 (PDF)  

怨念的毒情緒,使你傷更重: 學會原

諒,把不對的人請出生命之外,才能找

回內心平靜與自在/杉山崇著; 陳畊

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0-61-5 (EPUB)  

品味這件事: 為什麼你喜歡這個、不

喜歡那個,從舌上五味、心理學與文

化分析檢視品味的組成,探究我們對

事 物 的 好 惡 / 班 傑 明 . 艾 雷 特 

(Benjamin Errett)著; 劉維人譯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64-5 (EPUB)  

施明德的政治遺囑: 一個奉獻者的最

後剖白/施明德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31-3 (PDF)  

看穿人性弱點超強說話術 /王照編
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

1110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89-803-0 (平裝) NT$380  

疫後全球電子商務發展趨勢. 北美洲

篇 , 美國、加拿大 /范光陽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外貿協會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5-441-4 (PDF)  

疫後全球電子商務發展趨勢. 印度篇

/江素雲, 李小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外貿協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95-440-7 (PDF)  

疫後全球電子商務發展趨勢: 拉丁美

洲篇(巴西、墨西哥)/沈瑞文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外貿協會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5-439-1 (PDF) 

NT$1200  

後疫情下新興技術之總體趨勢與影

響分析: 以自駕車為例/葉芳瑜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

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19-321-7 (PDF)  

疫苗戰爭: 全球危機下 Covid-19 疫苗

研發揭密,一場由科學家、企業、政

府官員交織而成的權力遊戲與英雄

史詩/布蘭登.波瑞爾(Brendan Borrell)

著; 吳國卿, 王惟芬, 高霈芬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16-7 (PDF)  

疫苗戰爭: 全球危機下 Covid-19 疫苗

研發揭密,一場由科學家、企業、政

府官員交織而成的權力遊戲與英雄

史詩/布蘭登.波瑞爾(Brendan Borrell)

著; 吳國卿, 王惟芬, 高霈芬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20-4 (EPUB)  

星座 X 血型 X 生肖讀心術大揭密/六

分儀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
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3-160-8 (PDF)  

*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: 簡莉穎劇

本集. 3/簡莉穎作 .-- 臺北市 : 一人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951-9-7 (EPUB)  

星座魅力智慧書/阿爾法編著 .-- 新北

市 : 大拓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11-151-0 (PDF)  

很庶民的經濟學: 月底又要吃土?六

堂課教會你日常經濟學,低薪不是存

不了錢的藉口!/梁夢萍, 馬銀春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65-7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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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16-926-8 

(EPUB)  

秋毫詩稿/梁評貴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52-3 (PDF)  

厚黑聖人曹操: 禽獸與人.絕對奸雄/

李師江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

出版, 11012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89-801-6 (平裝) NT$399  

思想史. 10, 專號: 近代政治思想與行

動/王汎森, 黃克武, 吳啟訥, 詹宜穎, 

韓承樺, 翁稷安, 陳正國, 沙培德, 范

登明, 吳曉, 顧紅亮, 梁家逕, 墨子刻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28-0 

(PDF)  

思想史. 10, 專號: 近代政治思想與行

動/王汎森, 黃克武, 吳啟訥, 詹宜穎, 

韓承樺, 翁稷安, 陳正國, 沙培德, 范

登明, 吳曉, 顧紅亮, 梁家逕, 墨子刻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29-7 

(EPUB)  

軌道車輛工程概論/宋鴻康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05-2 (PDF)  

*為愛重生 /謝國樑(小愛爸爸)著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91-2 (PDF)  

*為愛重生 /謝國樑(小愛爸爸)作 .-- 

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92-9 (EPUB)  

迢遞山河美: 楊雪嬰水彩作品專輯= 

Yang Syue Ying watercolor collection/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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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嬰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楊雪嬰, 

11012 .-- 108 面; 26X27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58-3 (精裝)  

苦盡甘來: 莊建模九十自述/莊建模

作 .-- 新北市 : 慶台印刷, 11011 .-- 280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7-0-

9 (平裝)  

風管洩漏測試程序/周瑞法, 王國宗, 

王偉棟, 吳建興, 吳承澐, 莫鳳民, 黃

鴻河, 趙宏耀, 藍世雄, 張滌淞, 嚴志

偉, 林金佑, 蕭富文, 陳金雄, 陳良銅, 

陳匯中, 黃威舜, 林俊豪, 章國揚, 朱

萬卿編審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冷凍空

調技師公會全聯會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6382-5-9 (PDF)  

*前端框架 Svelte 上手指南: 從基本介

紹到 UI 實戰與測試/陳愷奕(愷開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67-8 (PDF)  

*前端框架 Svelte 上手指南: 從基本介

紹到 UI 實戰與測試/陳愷奕(愷開)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34-974-6 (EPUB)  

建 構 健 康 屬 靈 生 命 的 藍 圖 = To 

construct healthy blueprint for spiritual 

life/陳斯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永

望文化, 11011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577-3-9 (平裝)  

重編: 古文客語讀本/李盛發原著; 莊

蘭英主編 .-- 屏東縣 : 莊蘭英, 11011 .-

- 8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526-2 (平裝) NT$300  

*音樂會詮釋報告 /詹書婷著  .-- 初

版 .-- 臺南市 : 筆心視覺設計, 11011 .-

- 40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8458-4-7 ( 平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) 

NT$300  

*科學投資對技術的影響: 以機器人

技術為例/王宣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9-323-1 

(PDF)  

科學教育的多元文化想像: 改造教室

裡 的 科 學 風 景 = Multicultural 

imagination in science education: 

rebuilding the science landscape in 

classroom/王雅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511-646-0 (PDF) NT$400  

南機場的咖啡香/笳彧 H. Chia 漫畫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目宿媒體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22-2-8 

(PDF)  

貞穎媽嬰幼兒手指食物: 104 道低糖.

低油.低敏,副食品點心提案/吳貞穎
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8-08-9 (PDF)  

看懂證道歌/呂冬倪著 .-- 初版 .-- 臺

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49-3 (PDF)  

勇闖大蘋果!紐約的「受挫力」養成

課/翁琬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77-1 (PDF)  

勇闖大蘋果!紐約的「受挫力」養成

課/翁琬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79-5 (EPUB)  

保證成交操控術/王晴天著 .-- 新北

市 : 華文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1-925-1 (PDF) NT$380  

保證成交操控術/王晴天著 .-- 新北

市 : 華文網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271-926-8 (EPUB) NT$380  

馬上說,生活英文迷你短句/雅典英研

所編著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8-7-1 

(PDF)  

師父的僧袍: 一行禪師的正念修習感

悟/一行禪師著; 劉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自由之丘文創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5-4-9 (PDF)  

師父的僧袍: 一行禪師的正念修習感

悟/一行禪師著; 劉珍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自由之丘文創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5-6-3 (EPUB)  

核心素養 : 英語閱讀大晉級= Core 

competency: reading strategy/空中英語

教室編輯群, 薛詠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空中英語, 11012 .-- 19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285-3-5 (平裝) 

NT$35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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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17-440-5 (PDF)  

時代的回聲: 林道生的人生樂章/林

道生口述; 姜慧珍文字整理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39-5-0 (EPUB)  

真 正 的你 , 和你 想的 不一樣 : 揭 開

「我」獨一無二的專屬人生,觸發生

命改變的 108 個神奇問答/珍妮.李

(Jennie Lee)著; 鄭百雅譯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699-6 (EPUB)  

時代的眼光: 新光三越創辦人吳東興

的百貨布局與服務創新/吳東興作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65-1 

(PDF)  

時代的眼光: 新光三越創辦人吳東興

的百貨布局與服務創新/吳東興作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69-9 

(EPUB)  

唐代研究論集/中國唐代學會編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新文豐, 11011 .-- 冊 .-- 

ISBN 978-957-17-3321-0 (全套: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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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
978-986-99425-8-4 (EPUB)  

師古超塵: 溥心畬藝術精品集/劉熙

海總策劃; 劉嘉宸, 林國鼎, 廖建傑, 

唐一寧, 李雅婷, 簡楷倩, 潘冠中, 許

家梅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寒

舍, 11011 .-- 252 面; 36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9619-04-2 (精裝) NT$16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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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0-139-5 (EPUB) NT$300  

借古鑑今的歷史哲學書: 傳習錄及資

治通鑑套書/鄭潔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

ISBN 978-626-95153-2-5 (全套:平裝) 

NT$760  

挺身而教: 為孩子尋找優勢,讓更多

機 會 成 為 可 能 / 安 卓 亞 . 札 非 拉 庫

(Andria Zafirakou)著; 謝儀霏譯 .-- 第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29-4 

(EPUB)  

真希望高中數學這樣教: 系列暢銷 20

萬冊!跟著東大教授的解題祕訣,6 天

掌握高中數學關鍵!/西成活裕, 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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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作; 張郁萱譯 .-- 新北市 : 美藝學苑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220-44-9 (EPUB)  

朕來了!皇帝尬聊室: 坐過龍椅的都

來 : 宇宙第一群(422)/趣哥著 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29-1 (PDF)  

恩典不虛傳: 讓福音再次打動世界/

楊腓力(Philip Yancey)著; 徐成德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04-4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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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27-5 (EPUB)  

茶金帝國與海上絲路/羅三洋著 .-- 臺

北市 : 大旗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

626-95163-5-3 (全套:平裝) NT$840  

家事常規化 無惱整理術/ぴょこぴょ

こぴ著; 黃筱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16-0 (PDF)  

家事常規化 無惱整理術/ぴょこぴょ

こぴ著; 黃筱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7-617-7 (EPUB)  

修法最前線 憲法訴訟法/韋軒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11 .-- 186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53-

5 (平裝) NT$250  

悟空與三藏是雙生火焰: 一本 200%

真人真事的救世書/唐三藏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76-9 (PDF)  

海洋文化淡水古蹟全國學生攝影競

賽策展作品冊. 2021 第三屆/謝宜芳, 

張維誌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鼎

書局, 11012 .-- 3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96-3-1 (平裝) NT$300  

袁紅冰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理論/袁紅

冰著 .-- 臺北市 :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29-4-0 (EPUB) NT$420  

逆風的手搖鈴/古梅原作; 蕭辰倢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11 .-

- 約 106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5-58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90  

骨科延壽密碼/戴念國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60-3 (EPUB)  

骨科延壽密碼/戴念國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68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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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60-0 (EPUB)  

浯洲詩行: 鋼鐵與柔情的交纏/方群
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88-09-8 (EPUB)  

旅美憶往: 我的醫學圖書館歲月/范

豪英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 : 方集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22-6 (PDF) NT$300  

海海人生三部曲/黃貴琳主編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宏碩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9-193-4 (PDF) 

NT$49  

酒娘心: 從眷村幸福酒釀開始: 重新

認識真正的好酒釀,每天一湯匙甜酒

釀,養生、美容、調整體質,好吃又簡

單!/龔詠涵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

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86-4 (EPUB)  

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. 5/艾迪作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05-8 (PDF)  

*高校制服數位寫真. 5/艾迪作 .--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23-2 (EPUB)  

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峰論壇論文集. 

2021 年第六屆/張平吾主編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, 

11011 .-- 78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2821-6-1 (平裝) NT$600  

高效所得者的快速閱讀法則/金川顯

教作; 黃怡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68-0 (EPUB)  

高效所得者的快速閱讀法則/金川顯

教作; 黃怡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大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1-70-3 (PDF)  

家庭裡的素養課/顏安秀作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97-4 

(PDF)  

家庭裡的素養課/顏安秀作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399-8 

(EPUB)  

神啊!教我如何扭轉乾坤: 從驚心悚

魄、感人肺腑的故事中,教你找到救

人與救命的竅門!/王崇禮著 .-- 臺北

市 : 柿子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96-52-4 (EPUB)  

真理不怕挑战: 受洗前,BEST 最常问

的 18 个问题/杨锡儒作 .-- 初版 .-- 高

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08-1-5 (EPUB)  

料理臺灣: 從現代性到在地化,澎湃

百年的一桌好菜/蕭秀琴, 林一先原

作; 郭靜樺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

學習, 11011 .-- 約 243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5-64-4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380  

時間感手帳使用手冊/黃昱毓編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讀享數位文化 , 

11011 .-- 2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64-292-2 (平裝) NT$299  

倒著讀日本史/河合敦作; 河合敦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572-81-5 

(EPUB)  

倒著讀日本史/河合敦作; 陳薪智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85-3 (PDF)  

鬼滅之刃大正時代手冊: 以真實史料

全方位解讀<<鬼滅>>筆下的歷史與

文化/大正摩登同人會著; 王書銘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9-7-8 

(EPUB)  

真愛不會一路平坦: 牽手旅行的天窗

亮話/沈中元, 張雪芳合著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台灣遊讀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1-3-5 (EPUB)  

真槍實彈做專案: PyQt5 極速開發視

窗軟體/明日科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65-2 (PDF)  

唐 鳳 談 AI 與 數 位 的 未 來 / 唐 鳳

(Audrey Tang)口述; 日本總裁出版社

編輯部作; 姚巧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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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蔚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04-63-2 (EPUB)  

朕說歷史. 春秋篇/朕說.黃桑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739-9 

(EPUB)  

朕說歷史. 戰國篇/朕說.黃桑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721-4 

(EPUB)  

氣質女神養成密技 56 個備受疼愛的

小心機/高田將代作; 李依珊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69-3 

(EPUB)  

氣質女神養成密技 56 個備受疼愛的

小心機/高田將代作; 李依珊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71-6 

(PDF)  

記憶中的影子/木下諄一作; 顧紘恩

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1 .-- 約

3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

24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 

高壓電維修實務工程. 測試篇/簡詔

群, 呂文生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

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03-981-3 (PDF)  

衰爆大歷史: 比水逆更悲劇,地獄倒

楣鬼們歡樂又悲慘的 365 天大事紀/

邁克爾.法庫爾(Michael Farquhar)著; 

古路里亞 .吉吉尼(Glulia Ghigini)繪 ; 

蕭季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
際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6-301-6 (EPUB)  

袁繽人生隨筆漫畫集/袁繽作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012 .-- 

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

90-7 (平裝) NT$380  

逆襲者的求生筆記: 你可以不腹黑,

但別讓自己活得太委屈 /莎莉夫人

(Ms. Sally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83-2 (EPUB)  

逆襲者的求生筆記: 你可以不腹黑,

但別讓自己活得太委屈 /莎莉夫人

(Ms. Sally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84-9 (PDF)  

被爱寻见: 一个印度教祭司与基督相

遇的故事/拉希尔.帕特尔(Rahil Patel)

著; 赖慕洁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以

琳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9209-92-2 (PDF)  

捨 VS.留 減物整理術(全圖解): 日本

收納師教你用保有舒適感的微斷捨

離,把家變成喜歡的模樣!/小西紗代

作; 鍾雅茜譯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0-521-9 (EPUB)  

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: 龔建嘉和鮮

乳坊用一瓶牛奶改變一個產業/謝其

濬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81-3 (EPUB)  

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: 龔建嘉和鮮

乳坊用一瓶牛奶改變一個產業/謝其

濬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25-383-7 (PDF)  

鹿人。手札 /喬佛 .德洛姆 (Geoffroy 

Delorme)著; 韓璞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樹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487-72-5 (EPUB)  

鹿人。手札 /喬佛 .德洛姆 (Geoffroy 

Delorme)著; 韓璞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小樹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0487-74-9 (PDF)  

做人比做事更重要!15 堂人際關係與

溝通課 /周談輝 , 周玉娥編著  .-- 六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20-5 (PDF)  

做人是行銷,行銷也是做人/葉福成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0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1-0-8 (PDF) 

NT$260  

從小致富/湯姆.柯利著; 羅嵐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43-4 

(EPUB)  

從小致富/湯姆.柯利著; 羅嵐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44-1 

(PDF)  

脫下實驗袍的大學校長: 方錫經的人

生航程/方錫經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獨立作家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839-6-7 (EPUB)  

陶文 2022 虎年投資開財運這樣做/陶

文作 .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約 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87-0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 

NT$99 .-- ISBN 978-957-13-9788-7 (線

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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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20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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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21-8 (EPUB)  

第 五 代 行 動 通 訊 系 統 3GPP New 

Radio (NR): 原理與實務/李大嵩, 李明

峻, 詹士慶, 吳昭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8-001-4 (PDF)  

現今習近平的所思所想: 公開靈言/

大川隆法作著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

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

學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95-2-9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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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台北市 : 游擊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604-7-0 (EPUB)  

現代日本語の[[Ｘ]動詞連用形]複合

語の連続性及び非典型性に関する

研究/葉秉杰著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

市 : 致良, 11011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54-33-9 ( 精 裝 ) 

NT$800  

*現代伊朗史: 牽動世界局勢的政治

發展史: 超越習以為常的西方中心視

角/張育軒作.主講 .-- 新北市 : 一刻鯨

選, 11011 .-- 約 10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10-49-5 (線上有聲書(M4A)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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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95-2 (EPUB)  

從本能交易到紀律交易: 巴菲特、葛

拉漢、李佛摩,16 位當代投資大師敗

中 求 勝 的 祕 密 / 麥 克 . 貝 特 尼 克

(Michael Batnick)著; 傅桂卿譯 .--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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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91-9 (EPUB)  

從本能交易到紀律交易: 巴菲特、葛

拉漢、李佛摩,16 位當代投資大師敗

中 求 勝 的 祕 密 / 麥 克 . 貝 特 尼 克

(Michael Batnick)著; 傅桂卿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92-6 (PDF)  

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年報. 2020/林美

伶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灣

史博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32-476-6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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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37-23-2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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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24-9 (PDF)  

做字: 實用字體設計法/錢浩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69-56-2 

(EPUB)  

造自己的船,環我們的島/陳明忠著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445-565-2 

(EPUB)  

做自己的煉金師: 來讀<<論語>>吧!/

黃秋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17-2 (PDF) NT$245  

做自己的煉金師: 來讀<<論語>>吧!/

黃秋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

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9-19-6 (EPUB) NT$245  

從地理地名地圖了解世界史/宮崎正

勝監修; 福田智弘執筆; 陳嫻若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5-14-5 

(EPUB)  

麥吉爾腰背修復手冊: 脊椎生物力學

權威,從評估成因,到運動方法,帶你

找回核心的力量,永遠脫離背痛。/斯

圖亞特.麥吉爾(Stuart McGill)著; 賴泰

屹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2-00-2 (PDF)  

麥吉爾腰背修復手冊: 脊椎生物力學

權威,從評估成因,到運動方法,帶你

找回核心的力量,永遠脫離背痛。/斯

圖亞特.麥吉爾(Stuart McGill)著; 賴泰

屹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92-02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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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27-2-7 (PDF)  

*教你 18 種精明不耍詐的技巧/陳小

春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1-7-7 

(PDF) NT$280  

探究式閱讀與日語閱讀素養/封靜宜

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大新, 11012 .-

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1-

215-7 (平裝) NT$380  

陪你快樂學越南語/曾秀珠, 林綺琴, 

武氏金容, 杜氏明玉, 黃日麗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95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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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50-7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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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51-4 (EPUB)  

動物公民: 動物權利的政治哲學/威

爾.金利卡(Will Kymlicka), 蘇.唐納森

(Sue Donaldson)著 ; 白舜羽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520-0 (EPUB)  

理性是什麼?: 為什麼理性如此重要,

以及我們如何變得更理性/史蒂芬.平

克(Steven Pinker)著; 陳岳辰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94-9 (EPUB) 

NT$390  

理直氣壯的走彎路,每一步都值得眷

顧/尹維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43-6 (PDF)  

理直氣壯的走彎路,每一步都值得眷

顧/尹維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44-3 (EPUB)  

接受逆境的勇氣: 從阿德勒 40 句金

言學習激勵生命之道 /林有田原作; 

程孝倫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
習, 11011 .-- 約 55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62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340  

從招聘到離職/王慶祥, 陳永清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管, 11012 .-

- 34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9-

104-4 (平裝) NT$450  

排毒.調養 天天喝好湯: 中醫師教你

用改善氣、血、水循環的日常食材,

做出 70 道符合體質的全家養生湯料

理!/幸井俊高著; 謝孟蓁譯 .-- 新北市 : 

蘋果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13-4-1 (EPUB)  

問津: 追尋台灣人的密碼/許全義, 廖

崇倫作 .-- 新竹市 : 許全義, 11102 .-- 

4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597-2 (平裝) NT$250  

唯美主義 : 樂軒詩選 /樂軒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58-5 (PDF)  

統計學關鍵字典/石井俊全作; 趙鴻

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0-374-7 (EPUB)  

統計學關鍵字典/石井俊全作; 趙鴻

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70-377-8 (PDF)  

*做個有 SENSE 的人: 杜絕官僚作風、

爛藉口和職場鳥事,成功企業化繁為

簡 的 祕 訣 / 馬 汀 . 林 斯 壯 (Martin 

Lindstrom)著; 溫力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86-8 (PDF)  

*做個有 SENSE 的人: 杜絕官僚作風、

爛藉口和職場鳥事,成功企業化繁為

簡 的 祕 訣 / 馬 汀 . 林 斯 壯 (Martin 

Lindstrom)著; 溫力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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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95-87-5 (EPUB)  

淘氣阿隆: 分享 24 位名人的童年往

事/王興隆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29-0 (PDF)  

淘氣阿隆: 分享 24 位名人的童年往

事/王興隆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38-2 (EPUB)  

探討智慧製造技術重點專利佈局: 針

對虛擬製造、智慧工具機及通訊標

準領域為例 /樊晉源 , 林倞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19-315-6 (PDF)  

*盛夏裡的秘密: 許玲玲 Sindy 數位寫

真/許玲玲, 達文西作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14-0 (PDF)  

*盛夏裡的秘密: 許玲玲 Sindy 數位寫

真/許玲玲, 達文西作 .-- 1 版 .-- 臺北

市 : 尖端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6-334-8 (EPUB)  

野球.人生. II, 職棒教頭列傳/曾文誠
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77-6 

(EPUB)  

淡淡人物誌 (英文 版 /日文版 /法文

版)= Tamsui local narrative/李宥綸, 呂

晏慈, 王婕, 吳杳遠, 廖英圻, 吳雙, 王

妍方作; 黃文倩主編 .-- 新北市 : 淡大

田野調查研究室, 11011 .-- 55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2-08-4 (平裝)  

眼淚的重量: 聽 23 位送行者說他們

看到的人生故事/楊敏昇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32-7 (EPUB)  

情商的迷思: 一種動物精神的導論/

丁健雄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23-3 (EPUB) NT$280  

區域政權: 亞太地區的繁榮與掠奪/

王瓊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75-0 (PDF)  

晚清原來是這樣/金滿樓著; 陳玟玟
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地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2-351-6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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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53-158-5 (PDF)  

從習慣洞察人心: 學會識人術,解決

人際關係的所有煩惱/林萃芬作; 林

萃芬, 跳舞有時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

文化, 11011 .-- 約 190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690-3 (線上有聲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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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91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50  

健康管理與促進/張萩琴, 廖容瑜編
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8-019-9 (PDF)  

終結拖延,擺脫焦慮,變身誰都給你高

評價的「時間控」: 全面提升「時間

價值」!花最少力氣取最大成果,不再

累到死又被嫌到死/菲比.嘉文(Phoebe 

Gavin)著; 劉佳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方言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480-63-9 (PDF)  

*從鄉到城: 一個中國縣城的社會轉

型/任柯安(Andrew B. Kipnis)著; 陳亮, 

張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

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50-550-1 (PDF) NT$550  

從鄉到城: 一個中國縣城的社會轉型

/任柯安(Andrew B. Kipnis)著; 陳亮, 張

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

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51-8 (EPUB) NT$550  

基督宗教、自由貿易與美國獨立: 從

塔克思想看英格蘭啟蒙/陳建元著 .-- 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88-10-4 (EPUB)  

眼睛問題知多少/王孟祺著 .-- 臺中

市 : 晨星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0-036-4 (EPUB)  

被愛尋見: 一個印度教祭司與基督相

遇的故事/拉希爾.帕特爾(Rahil Patel)

著; 賴慕潔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以

琳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9209-91-5 (PDF)  

國際航空貨運實務/曾俊鵬著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81-1 (PDF)  

情緒修復藥草聖經: 從飲用、泡澡到

塗抹,在家做出 101 種解決情緒障礙

與身體病痛的天然配方/蒂娜.薩姆斯

(Tina Sams)著; 蘇郁捷譯 .-- 新北市 : 

蘋果屋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113-5-8 (EPUB)  

晚鳴軒論文集/葉慶炳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350-527-3 

(EPUB)  

*晚鳴軒論文集/葉慶炳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31-0 (PDF)  

國際教育專案融入國中英語課程之

行動研究/范雅筑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文鶴, 11101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47-966-8 ( 平 裝 ) 

NT$320  

梵網菩薩戒懺悔儀軌(居士版)/惟俊

比丘尼彙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南林, 

11011 .-- 34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512-0-0 (平裝)  

*國際學術發表動態觀測/洪文琪, 劉

暄儀, 莊裕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19-322-4 (PDF)  

得慧根,要會跟: 東臺灣癌症醫學推

手: 許文林醫師行醫記/許文林主述; 

稅素芃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

文化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92-5-4 (EPUB) NT$266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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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48-1-5 (EPUB)  

這樣經營,餐廳才會賺: 名顧問教你

避開 25 個開店常見失敗原因,創造能

長遠經營的獲利之道 /須田光彥著; 

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8-761-7 (PDF)  

教學不易,請溫柔以對/李俊賢作 .-- 

臺北市 : 新文潮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60-6-8 (EPUB)  

探險時代.臺灣山城海/顧蕙倩著 .-- 

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商鼎數位, 11010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4-204-4 

(PDF)  

國學常識/曹伯韓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439-9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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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興聖言: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

三一同活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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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18 面; 22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80-5 (平裝)  

晚點吃也不怕胖的瘦肚減醣湯: 免精

算醣份熱量 x 美肌纖體食材,滿足吃

也不怕有小腹!/高嶋純子著; 賴惠鈴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87-04-6 (EPUB) NT$252  

晚點吃也不怕胖的瘦肚減醣湯: 免精

算醣份熱量 x 美肌纖體食材,滿足吃

也不怕有小腹!/高嶋純子著; 賴惠鈴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87-05-3 (PDF) NT$252  

*乾燥花藝設計應用: 初學者的基礎

養成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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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3-0 (平裝) NT$1500  

*組織策略執行: 專案管理的視角/江

俊毅, 黃偉, Gary Klein, 吳曉松著 .-- 

初版  .-- 臺北市  : 臺大出版中心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50-521-1 (EPUB) NT$360  

袒露的心/平路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12 .-- 約 400 分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57-13-9793-1 (線上有聲

書(WAV)) NT$320 .-- ISBN 978-957-

13-9794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20  

脫癮而出不迷網: 寫給網路原生世代

父母的教養書/陳志恆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圓神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133-806-4 (EPUB)  

*軟體專案管理: 軟體專案管理者邁

向敏捷式的橋樑/Michele Sliger, Stacia 

Broderick 著; 何霖, PMP 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22-3 (PDF)  

富人思維. 攻頂篇: 從此實現財富自

由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94-0 (EPUB) NT$228  

富人思維. 起步篇: 從你找錢到錢找

你/馮國濤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95-7 (EPUB) NT$228  

超人氣 Instagram 視覺行銷力: 小編不

敗,經營 IG 品牌人氣王的 120 個秘

技!/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4-047-6 (PDF) NT$380  

富小孩與窮小孩: 給現代青少年的 2

堂財務思維課/郝旭烈著 .-- 臺北市 : 

三采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658-721-4 (EPUB) NT$266  

猶太人二部曲: 無國、無家、非我族

類 ,遊蕩世界的子民歸屬何處(西元

1942-1900)/西蒙.夏瑪(Simon Schama)

著; 唐澄暐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117-4 (PDF)  

猶太人二部曲: 無國、無家、非我族

類 ,遊蕩世界的子民歸屬何處(西元

1942-1900)/西蒙.夏瑪(Simon Schama)

著; 唐澄暐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
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8-6121-1 (EPUB)  

喬丹女孩.光速信仰/泰杉虎, 巧克貓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 , 

11012 .-- 152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69-60-9 (平裝) NT$600  

給內向者的「不得不」職場社交指

南/許庭韶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識

博管理顧問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06435-8-9 (PDF)  

黃心健的 XR 聖經/黃心健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63-05-7 

(EPUB)  

登出鍵/莫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紫

焰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2-1-9 (EPUB) NT$333  

登出鍵= Log out button/莫子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紫焰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2-2-6 (PDF) 

NT$333  

童年(華德福幼兒教育經典): 風、火、

水、土,從四種氣質,探索孩子的內在

靈 性 心 魂 /卡洛琳 .馮 . 海 德布 蘭德

(Caroline von Heydebrand)著; 謝維玲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487-69-5 (PDF)  

童年(華德福幼兒教育經典): 風、火、

水、土,從四種氣質,探索孩子的內在

靈 性 心 魂 /卡洛琳 .馮 . 海 德布 蘭德

(Caroline von Heydebrand)著; 謝維玲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0487-70-1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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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63-8 (PDF)  

週休三日工時革命 /安德魯 .巴恩斯

(Andrew Barnes), 史 黛 芙 妮 . 瓊 斯

(Stephanie Jones)著; 姚怡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35-1 (PDF)  

週休三日工時革命 /安德魯 .巴恩斯

(Andrew Barnes), 史 黛 芙 妮 . 瓊 斯

(Stephanie Jones)著; 姚怡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07-643-6 

(EPUB)  

無名之城: H.P. Lovecraft 短篇怪談選

+克蘇魯神話故事傑作選(全新重譯

版)/H.P.洛夫克拉夫特(H.P. Lovecraft)

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66-4-2 (PDF)  

無名之城: H.P. Lovecraft 短篇怪談選

+克蘇魯神話故事傑作選(全新重譯

版)/H.P.洛夫克拉夫特(H.P. Lovecraft)

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266-6-6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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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79-00-3 (EPUB)  

童年的裁縫師: 詩歌自選集/莊舒雯

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竹 縣  : 莊 舒 雯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

9561-3 (PDF)  

程式設計與生活: 使用 C 語言/邏輯

林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3-992-9 (PDF)  

單車.部落.縱貫線 No.1: 精選北部原

鄉路線/陳忠利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墨刻, 11011 .-- 約 58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81-5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1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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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車.部落.縱貫線 No.2: 精選中部原

鄉路線/陳忠利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墨刻, 11011 .-- 約 5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82-2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120  

單車.部落.縱貫線 No.3: 精選南部原

鄉路線/陳忠利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墨刻, 11011 .-- 約 56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83-9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120  

單車.部落.縱貫線 No4: 精選東部原

鄉路線/陳忠利作.朗讀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墨刻, 11011 .-- 約 6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84-6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NT$12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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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28-006-9 (PDF)  

菇的呼風喚雨史(暢銷修訂版): 從餐

桌、工廠、實驗室、戰場到農田,那

些人類迷戀、依賴或懼怕的真菌與

它們的祕密生活/顧曉哲原作; 邱佩

轝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11 .-- 約 289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60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480  

寒武紀大爆發: 視覺如何驅動物種的

大爆發/派克著; 陳美君, 周南譯 .-- 三

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526-2 (EPUB)  

黃金草原/馬蘇第(Masudi)著; 莫宗堅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網路與書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63-04-0 (EPUB)  

植物畫的基礎植物畫的基礎: 美國植

物畫女王一步一步教你畫葉子花朵

果 實 及 更 多 / 溫 蒂 . 霍 蓮 德 (Wendy 

Hollender)作; 紀瑋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8-092-5 (EPUB)  

無法馴養的風: 蕭蕭.20 世紀新詩全

集/蕭蕭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雅文

創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095-2-2 (EPUB) NT$448  

貿易戰是階級戰: 日益惡化的不平等

對全球經濟的扭曲與對國際和平的

威脅/馬修.克蘭恩(Matthew C. Klein), 

麥可.佩提斯(Michael Pettis)作; 陳儀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46-3 

(EPUB) NT$266  

貳柒。禮: 宋偉恩首本私寫真= The 

present of Wayne's 27th/宋偉恩作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怡佳娛樂經紀, 11012 .-

- 14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51-0-0 (平裝) NT$900  

最陌生的鄰居: 韓國/楊智強原作; 蕭

淳介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

11011 .-- 約 43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59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380  

鄉風市聲: 人生百年,此心安處是吾

鄉/魯迅, 豐子愷, 葉聖陶等著; 錢理群

編 著  .-- 初 版  .-- 新 竹 縣  : 方 集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28-8 (EPUB) NT$299  

就是這一本,超實用的旅遊英語/雅典

英研所編著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, 
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08-9-5 (PDF)  

菁英基礎英文/連柏堅, 呂欣枚編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菁英文化出版, 
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445-6-

2 (全套:平裝)  

菁英基礎英文(A)/連柏堅, 呂欣枚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菁英文化出版, 

11101 .-- 1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45-4-8 (平裝)  

菁英基礎英文(B)/連柏堅, 呂欣枚編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菁英文化出版, 

11101 .-- 1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6445-5-5 (平裝)  

創客精神/亞當.薩維奇(Adam Savage)

著; 韓絜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塊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777-77-2 (EPUB)  

* 雅 思 寫 作 聖 經 : 大 作 文 ( 英 式 發

音)/Amanda Chou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倍斯特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095-8-5 (PDF)  

超音樂理論: 調性.和弦/侘美秀俊著; 

徐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80-199-2 (EPUB)  

詠泉齋印痕/翁櫻芳作 .-- 第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臺北印社, 11012 .-- 42 面; 2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671-3-7 (平裝) 

NT$2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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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937-4 (EPUB)  

無 神 之 地 不 下 雨 寫 真 書 = Rainless 

love in a godless land/三鳳製作作 .-- 臺

北市 : 水靈文創, 11012 .-- 192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6-5-8 (平裝) 

NT$380  

畫家之見/約翰.亞德利(John Yardley)

著; 陳琇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牌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1-83-4 (PDF)  

畫家之見/約翰.亞德利(John Yardley)

著; 陳琇玲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牌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1-87-2 (EPUB)  

無差別殺人犯罪之敘說研究: 以一位

無差別殺人犯罪者為例/江雅晏撰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39-2 (PDF)  

開動了!老台中: 歷史小說家的街頭

飲食踏查/楊双子作 .-- 初版二刷 .-- 

臺北市 : 玉山社, 11012 .-- 19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293-2 (平裝

簽名版) NT$380  

*提問力: 啟動探究思考的關鍵/藍偉

瑩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5-123-2 (EPUB) NT$420  

創造世界觀: 感性與知性並用的工作

術/水野學, 山口周著; 莊雅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69-6 (PDF)  

創造世界觀: 感性與知性並用的工作

術/水野學, 山口周著; 莊雅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57-13-9773-3 

(EPUB)  

發現你的生命色彩: 透過 14 種色彩

光環找回內在平衡,開啟你的專屬天

賦/帕瑪拉.歐斯里(Pamala Oslie)作; 曾

婉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遠流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88-0 (EPUB)  

開啟物業管理大門必知的 10 堂課: 

打通物業管理任督二脈,修煉一個月

比從業老手專業的訣竅/徐呂智作 .-- 

初版 .-- 基隆市 : 徐呂智, 11012 .-- 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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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39-

2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1288  

策略思考: 一種稀有又精湛的心智工

作原則/葛雷格.吉森斯(Greg Githens)

著; 田詠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
寫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9689-71-7 (EPUB)  

最強圖解 Esp32 輕鬆玩物聯網和 AI

小積木疊創意 以 pocketcard 為教學

板/蔡佳倫, 康文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深智數位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776-69-0 (PDF)  

閒情樂事: 留一些白,才是生活最好

的模樣/梁實秋, 周作人, 林語堂等著; 

陳平原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26-4 (EPUB) NT$299  

最強壓力萬用鍋 100%大滿足: 跟著

國宴雙廚,一鍵做出 100 道,包含肉類、

海鮮、蔬菜、湯品、飯麵、甜點六

大主題,以及百用高湯,輕鬆學會,快

速上桌享用美食 !/謝一新 , 謝一德
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118-4-6 (EPUB)  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: 勸世真言/楊蓮

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

化, 11011 .-- 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600-50-1 (卷 1:平裝) NT$500  

結晶讀經綱要附經文: 撒母耳記/水

流職事站編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

編輯部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
灣福音書房, 11012 .-- 137 面; 25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86-7 (平裝)  

無愧人生: 矢志抗日、熱衷教育的馬

元放/馬寧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

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8-11-1 (EPUB)  

創新大未來: 破壞性思考+逆向型創

意,在亂世中贏得先機/傑洛米.迦奇

(Jeremy Gutsche)著; 楊芩雯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90-5 (PDF)  

創新大未來: 破壞性思考+逆向型創

意,在亂世中贏得先機/傑洛米.迦奇

(Jeremy Gutsche)著; 楊芩雯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795-91-2 

(EPUB)  

悲傷吧,沒有關係/孫嘉蕊作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64-4 (PDF)  

悲傷吧,沒有關係/孫嘉蕊作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67-5 (EPUB)  

開運風水大師: 簡易開店風水輕鬆學

/常娟編著  .-- 新北市  : 大拓文化 , 
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11-153-4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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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16-936-7 (EPUB)  

創傷療癒手冊: 不被往事定義,走出

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C-PTSD/

艾瑞爾 .許瓦茲 (Arielle Schwartz)著 ; 

白水木譯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53-9 

(EPUB)  

*超實用!會計 .生管 .財務的辦公室

EXCEL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(Office 

365)/張雯燕著; ZCT 策劃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68-5 (PDF)  

*超實用!會計 .生管 .財務的辦公室

EXCEL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(Office 

365)/張雯燕著; ZCT 策劃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75-3 (EPUB)  

*超實用!業務 .研發 .企宣的辦公室

PowerPoint 省時高手必備 30 招(Office 

365)/鄭苑鳳著, ZCT 策劃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69-2 (PDF)  

*超實用!業務 .研發 .企宣的辦公室

PowerPoint 省時高手必備 30 招(Office 

365)/鄭苑鳳著, ZCT 策劃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76-0 (EPUB)  

結構式遊戲治療技巧實務手冊/鄭如

安, 劉秀菊作; 王素文, 李志峰, 周潔, 

唐纓, 彭羽, 崔冰冰協同作者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88-0 (PDF) 

NT$100  

超圖解伺服器的架構與運用: 硬體架

構 X 軟體運用,輕鬆理解數位時代的

必備知識/西村泰洋著; 劉宸瑀, 高詹

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33-4 (EPUB)  

敞墳之地: 移民路上的生與死/傑森.

德里昂(Jason De Leon)著; 麥可.威爾

斯攝影; 賴盈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左岸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4-5-3 (PDF)  

敞墳之地: 移民路上的生與死/傑森.

德里昂(Jason De Leon)著; 麥可.威爾

斯攝影; 賴盈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左岸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54-6-0 (EPUB)  

智慧財產權法: 案例式/林洲富著 .-- 

12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09-2 (PDF) 

NT$380  

喚醒天賦: 正是時候啟動 3-9 歲創造

力開關/蔡怡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天衛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90-553-9 (EPUB)  

喚醒老靈魂/周瑞宏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和氣大愛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7-2-9 (EPUB)  

單親雙寶媽買美股 ,每月加薪 3 萬

/Donna 著  .-- 臺北市  : 大是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72-7 (PDF)  

單親雙寶媽買美股 ,每月加薪 3 萬

/Donna 著  .-- 臺北市  : 大是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73-4 (EPUB)  

*給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你: 19 個

克服自我價值感低落的處方箋,用阿

德勒心理學擺脫「比較級」人生/朴

豫眞(박예진)著; 梁如幸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93-6 (PDF)  

*給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你: 19 個

克服自我價值感低落的處方箋,用阿

德勒心理學擺脫「比較級」人生/朴

豫眞(박예진)著; 梁如幸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96-7 (EPUB)  

虛擬真實: 我們的身體在或不在?/亞

蘭.米龍 (Alain Milon)著; 林德祐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51-9 

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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凱薩中提琴練習曲(大譜版). 上中= 

Kayser e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studie 

op.20 for the viola/張家禎編訂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全音樂譜, 11011 .-- 6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3-48-

0 (平裝)  

尋蹟食旅: 新北: 古蹟與美食的散步

提案/阿銓叔叔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科技島管理顧問, 11011 .-- 144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026-9-6 (平裝) 

NT$380  

惡魔的女兒/陳雪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聯合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23-426-5 (EPUB)  

無懼駭浪: 謝志堅堅忍圖成 45 年的

海運生涯/謝志堅口述; 張佩芬執筆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57-3 

(EPUB)  

無懼駭浪: 謝志堅堅忍圖成 45 年的

海運生涯/謝志堅口述; 張佩芬執筆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61-0 

(PDF)  

愛,在每個心跳: 十二位開心英雄的

故事/謝其濬, 陳慧玲, 陳培英作 .-- 第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遠見天下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96-7 (PDF) NT$315  

愛,在每個心跳: 十二位開心英雄的

故事/謝其濬, 陳慧玲, 陳培英作 .-- 第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遠見天下文化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25-398-1 (EPUB) NT$315  

敬,那些沒有白走的路: 所有的挫折

與驚喜,都值得感謝/張允曦(小 8)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22-1 

(EPUB)  

敬,那些沒有白走的路: 所有的挫折

與驚喜,都值得感謝/張允曦(小 8)著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23-8 

(PDF)  

詩人大擺爛/蘇家立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13-5 (EPUB)  

*傻子伊凡: 托爾斯泰寫給每個人的

人生寓言(譯自俄文.經典新譯版)/列

夫 . 托 爾 斯 泰 (Лев 

Николаевич 

Толстой); 魏岑芳譯; 言永朗
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1 .-- 

約 11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89-549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  

微小而深刻的私人儀式: 那些不起眼

卻能形成巨大改變的日日練習/卡士

柏.特奎勒(Casper ter Kuile)著; 黃怡雪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27-6 (PDF)  

微小而深刻的私人儀式: 那些不起眼

卻能形成巨大改變的日日練習/卡士

柏.特奎勒(Casper ter Kuile)著; 黃怡雪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07-628-3 (EPUB)  

*零干擾: 善用簡單決策的力量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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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32-9375-0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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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516-938-1 

(EPUB)  

傻瓜一直在路上: 生命的練習曲/曲

全立, 趙文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圓神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133-807-1 (EPUB)  

會用人 ,您才是最大贏家 /陳小春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1-8-4 (PDF) 

NT$280  

頑石也點頭: 別樣花蓮/夏婉雲作 .-- 

一版  .-- 臺北市  : 秀威資訊科技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88-14-2 (EPUB)  

傻瓜的圍牆/養老孟司著; Monica 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396-0-4 

(EPUB)  

傻瓜的圍牆/養老孟司著; Monica 譯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6-4-2 (PDF)  

路加福音= Luke/喬美倫著 .-- 臺北市 : 

臺北靈糧堂, 11012 .-- 101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9-53-9 (平裝)  

禁色/三島由紀夫作; 劉子倩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96-4 (PDF)  

禁色/三島由紀夫作; 劉子倩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98-8 (EPUB)  

過好任何一種生活/慈懷讀書會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59-8 

(PDF)  

過好任何一種生活/慈懷讀書會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62-8 

(EPUB)  

落羽松下的沉思/胡爾泰著 .-- 一版 .-

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7088-12-8 

(EPUB)  

遇見,在生命轉折處: 從出生到臨終

的護理陪伴/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

團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92-6-1 (EPUB) NT$266  

遇見: 臨床藝術治療敍事/章容榕, 黃

千千, 吳明富, 吳欣容, 陳奕宇, 黃瑛

欒, 鄺文傑, 紀昀, 江妍慧, 簡昱琪, 曹

又之, 江佳芸, 劉麗雲(釋法如), 朱芷

儀 作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64-4 (PDF)  

新住民子女語文教育政策與實踐/曾

秀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五南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82-8 (PDF)  

新住民華語讀寫全攻略/社團法人中

華民國南洋姊妹會南部辦公室, 鍾鎮

城合編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11 .-- 

冊 .-- ISBN 978-986-526-152-8 (全套:

平裝) NT$299  

*當我們一起活到 100 歲: 人生百年

時代 ,日本教我們的那些事 /福澤喬

(Joel Fukuzawa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平安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96-53-8 (PDF)  

*跟我學 DREAMWEAVER CS5 一定

要會的網頁製作技巧/恩光技術團隊, 

江高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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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4-023-0 (PDF)  

愛的 24 則運算/林婉瑜作;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鏡文學, 11011 .-- 約 130 分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20-8 (線上

有聲書(MP3))  

萬物皆有裂縫/阿布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06-265-2 (EPUB) 

NT$320  

新知研討會水禽飼養與營養線上研

討會. 110 年度/夏良宙主編 .-- 初版 .-

- 屏東縣 : 育宙農業生技, 11011 .-- 

145 面 ; 30 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411-0-2 (平裝)  

*新知研討會蝦子之養殖與營養線上

研討會. 110 年度/夏良宙主編 .-- 初

版 .-- 屏東縣 : 育宙農業生技, 11011 .-

- 88 面 ; 30 公分  .-- ISBN 978-986-

99774-9-4 (平裝)  

煉金術新手指南/莎拉.鄧作; 羅亞琪

譯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楓 樹 林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82-2 (EPUB)  

煉金術新手指南/莎拉.鄧作; 羅亞琪

譯  .-- 初 版  .-- 新 北 市  : 楓 樹 林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72-86-0 (PDF)  

微波爐男孩的假期/WeTV, 結果娛樂

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20-1 

(PDF)  

微波爐男孩的假期/WeTV, 結果娛樂

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338-6 

(EPUB)  

會計.財務判解評析. 營利事業篇. 三/

吳俊志, 周逸濱, 魯忠翰, 黃郁升, 陳

揚仁, 桂祥晟, 許祺昌, 高文心, 鍾典

晏, 陳志愷, 黃彥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照, 11012 .-- 12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48-4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會計.稅務判解評析. 個人財產篇. 三/

李秉謙, 林榮華, 桂祥晟, 黃若清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12 .-- 100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47-

7 (平裝) NT$280  

新春 10 天禱告日誌/楊寧亞作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

會, 11101 .-- 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06958-5-4 (平裝)  

*義相大師 : 海東華嚴初祖 /郭磊編
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18-8 (PDF) NT$380  

*義相大師 : 海東華嚴初祖 /郭磊編
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 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37-19-5 (EPUB) NT$380  

過度努力: 每個「過度」,都是傷的

證明/周慕姿作; 黃湘婷朗讀 .-- 臺北

市 : 鏡文學, 11011 .-- 約 450 分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22-2 (線上有

聲書(MP3)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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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著 ; 林潔盈

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貓 頭 鷹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262-517-0 (EPUB)  

想要脫窮,先買張股票吧!: 三度谷底

翻身的上班族給厭世代兒子的低薪

致富投資法/獨言(DokGen)作; 林詠純

譯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609-8 (EPUB)  

新南街風華再現: 大溪中山路街區發

展的想像/財團法人大嵙崁文教基金

會作 .-- 桃園市 : 大嵙崁文教基金會, 

11011 .-- 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81968-7-2 (平裝)  

跟科學家一起認識構築世界的 50 個

物理定律: 發現契機 x 原理解說 x 應

用實例/左卷健男編著; 陳識中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34-1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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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在家重現經典功夫菜/邱寶郎作 .-- 

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22-6 (EPUB)  

歲時律動: 智慧四千年的二十四節氣

/馬以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733-7 (PDF)  

歲時律動: 智慧四千年的二十四節氣

/馬以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13-9737-5 (EPUB)  

解剖時間: 從科學、哲學、歷史到個

人經驗,人們如何看待、研究與感受

時間,思考時間的真實與虛幻/約瑟夫.

馬祖爾(Joseph Mazur)著; 張宛雯譯 .-- 
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44-7 (EPUB)  

*詹書婷最高演奏家文憑學位音樂會

作品詮釋報告/詹書婷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南市 : 筆心視覺設計, 11011 .-- 142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58-3-

0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500  

資料結構: 使用 Python/黃建庭編著 .-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09-0 

(PDF)  

資訊管理/魯明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63-970-0 (PDF)  

義淨大師: 比肩玄奘/釋振溥編撰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27-0 

(EPUB) NT$380  

義淨大師: 比肩玄奘/釋振溥編撰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7-28-7 

(PDF) NT$380  

詹惟中 2022 開運農民曆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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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61-3 (PDF)  

詹惟中 2022 開運農民曆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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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62-0 (EPUB)  

傳統技術的再認識: 艋舺龍山寺藏十

王圖修復記/林煥盛作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林煥盛修復師事務所, 11011 .-

- 48 面 ; 28 公分  .-- ISBN 978-626-

95452-0-9 (平裝)  

微動作觀人術. 1, 言談外貌篇/馮國

濤 作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達 觀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96-4 (EPUB) NT$228  

微動作觀人術. 2, 行為舉止篇/馮國

濤 作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達 觀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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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97-1 (EPUB) NT$228  

微動作觀人術. 3, 兩性社交篇/馮國

濤 作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達 觀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28-98-8 (EPUB) NT$228  

愛情創傷來自童年創傷: 走出受害者、

拯救者、加害者的陰影與複製/黃惠

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06-270-6 (EPUB)  

傾國傾城的夢/李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57-3 (EPUB)  

傾國傾城的夢/李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7-661-0 (PDF)  

新教學原理與設計/呂錘卿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384-2 (PDF)  

解惑: 證嚴法師答客問. 二, 家庭與人

際關係篇/釋證嚴講述; 靜思僧團輯

錄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036-9-8 

(EPUB)  

葡萄酒侍酒師/洪昌維編著 .-- 二版 .-

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98-1 (PDF)  

跟著廟口說書人看廟趣: 聽!郭喜斌

戲說彩繪 X 剪黏 X 交趾 X 木雕 X 石

雕經典裝飾故事/郭喜斌著 .-- 第一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40-1 (EPUB)  

聖經充滿我/杜佳諭文字編輯 .-- 初

版  .-- 臺南市  : 臺灣教會公報社 , 

11012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0721-27-0 (第 9 冊:平裝) NT$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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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951-0 (EPUB)  

愛鼠飼育大百科/社團法人台灣愛鼠

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 : 晨星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0-039-5 (EPUB)  

愛與人性: 從頭剖釋親密關係的運作

原理,從人性中探索自己/蝸牛著 .-- 

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62-2 

(PDF)  

電磁干擾防治與量測/董天光編著 .-- 

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86-8 

(PDF)  

感與知: 讓「心」有意識: 神經科學

大師剖析感受、心智與意識之間關

係的科學證據 /安東尼歐 .達馬吉歐

(Antonio Damasio)著; 李明芝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87-1 (EPUB)  

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: Python 程式實

作(附範例檔案)/張元翔編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02-1 (PDF)  

想瘦、享瘦、享受,洪一姐體管師的

享瘦指南: 瘦身不用餓肚子,低卡、

無油食譜搭配塑身行動方案,幸福美

麗伴妳一生。/洪姍溆作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79-7 (EPUB)  

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/林紀東

等編纂 .-- 92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74-3 (PDF)  

極樂饗宴/路易斯.費南多.維里西默

(Luis Fernando Verissimo)著; 呂玉嬋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820-8 

(PDF) NT$260  

達賴喇嘛的貓. 4, 修得成就的四爪之

書/大衛.米奇(David Michie)著; 江信

慧 譯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商 周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72-7 (EPUB)  

電機機械實習/卓胡誼編著 .-- 二版 .-

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987-5 (PDF)  

感謝有您 守護大地一甲子/邱瓊平, 

陳宇晨, 樊語婕採訪撰文 .-- 1 版 .-- 南

投縣 : 農委會水保局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92-7 (PDF)  

搭檯: 澳門老字號茶餐廳巡禮計劃/

邱朗峰文; 糖醋鼠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59-2 (PDF)  

塔羅牌陣全書 /芭芭拉.摩爾(Barbara 

Moore)著; Sad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橡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85-01-1 (EPUB) NT$336  

楚辭新編/周秉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57-6 (PDF)  

溫馨提醒: 洗衣服請記得拿: 我和萬

秀的成長故事!/張瑞夫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58-0 (EPUB)  

溫馨提醒: 洗衣服請記得拿: 我和萬

秀的成長故事!/張瑞夫著 .-- 一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62-7 (PDF)  

傾聽.我說: 穿透躁動不安、孤獨迷

茫的空谷回音/吳懷堯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12-2 (EPUB)  

傾聽.我說: 穿透躁動不安、孤獨迷

茫的空谷回音/吳懷堯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13-9 (PDF)  

解讀新聞中的經濟數字/角川總一作; 

趙鴻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0-375-4 (EPUB)  

解讀新聞中的經濟數字/角川總一作; 

趙鴻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70-378-5 (PDF)  

慢木雕: 自己動手玩創意雕刻/沈潔, 

執木工坊作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8-99-5 

(PDF)  

臺北市衛生醫療年鑑. 2020/臺北市政

府衛生局編 .-- 臺北市 : 北市衛生局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2-53-1 (HTML)  

厭世診療室/詹姆斯.斯圖爾特(James 

Stewart)文; 張家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高寶國際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06-289-7 (PDF)  

製衣/山本耀司著; 宮智泉採訪; 彭盈

真 譯  .-- 二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臉 譜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5-045-4 (PDF) NT$315  

綠色能源科技原理與應用/曾彥魁編
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8-007-6 (PDF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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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綠色能源研討會論文集. 2021= 2021 

Green Energy Conference/黃厚生總編

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健行科大電資

學院, 11011 .-- 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6212-79-6 (平裝) NT$150  

說好話的力量(暢銷珍藏版): 「卡內

基激勵法」改變了 5000 位經理人的

人生/連桂慧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

樂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564-67-4 (PDF)  

瘋狂的海馬: 海底世界的超級獨角獸

/提爾.海因(Till Hein)著; 鐘寶珍譯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, 1110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4-03-9 (EPUB) 

NT$294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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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09-2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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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715-3 

(PDF)  

語言與文化/呂承儒編著 .-- 苗栗縣 : 

原晟企業, 11011 .-- 300 面; 25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96442-4-2 ( 平 裝 ) 

NT$300  

與其在標準裡迷茫,不如活出自己的

模樣/獨慕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

好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07-6-2 (PDF)  

與其在標準裡迷茫,不如活出自己的

模樣/獨慕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

好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07-8-6 (EPUB)  

說東道西: 他山之石,可以為錯,可以

攻玉/魯迅, 周作人, 林語堂等著; 錢理
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 : 方集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471-329-5 (EPUB) NT$299  

瘋玩鑄鐵鍋(暢銷經典版)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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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4-6-2 (EPUB)  

瘋玩鑄鐵鍋(暢銷經典版)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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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314-7-9 (PDF) NT$294  

摘要力: 刪掉 9 成重點,比別人強 10

倍的表達力/山口拓朗著; 吳羽柔譯 .-

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18-091-8 

(EPUB)  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年報 . 

109 年/黃文正, 林美良, 胡寶相, 李寶

玉, 黃耿陵, 蔡菁芬, 余運昭, 黃芷玲, 

王怡芳, 鄭琬馨, 蘇筱婷, 盧昭吟, 邱

燕玲, 羅淑燕, 劉依雯, 林美慧, 謝佩

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市衛生

局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7-66-9 (PDF)  

說故事與親子共讀: 從零開始,讀出

孩子的學習力與成長力/林美琴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76-7 

(PDF)  

說故事與親子共讀: 從零開始,讀出

孩子的學習力與成長力/林美琴著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681-1 

(EPUB)  

網頁設計手冊套書: 提升中學生資訊

課素養力,讓學習歷程檔案更驚豔!/

高慧君, 魏仲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五南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47-4 (全套:平裝) NT$820  

滿島光未眠/林妏霜作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05-5 (EPUB)  

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 2.0/吳美

美(Mei Mei Wu)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元華文創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711-235-4 (PDF)  

像 素 藝 術 背 景 畫 法 完 全 解 析 : 

ULTIMATE PIXEL CREW REPORT 配

色 x 構圖 x 透視/APO+, MOTOCROSS 

SAITO, SETAMO 著; 王怡山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9-035-8 

(EPUB)  

製造共識(媒體政治經濟學): 政府、

傳媒與廣告商,如何把偏見灌進「你」

的腦裡,打造「他們」要的共識?/艾

華.S.赫曼(Edward S. Herman), 諾姆.杭

士基(Noam Chomsky)著; 沈聿德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31-4 

(EPUB)  

製造共識(媒體政治經濟學): 政府、

傳媒與廣告商,如何把偏見灌進「你」

的腦裡,打造「他們」要的共識?/艾

華.S.赫曼(Edward S. Herman), 諾姆.杭

士基(Noam Chomsky)著; 沈聿德譯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32-1 

(PDF)  

蜜袋鼯完全飼養手冊: 從認識理解、

互動照顧到疾病預防,飼主必學知識

全收錄/大野瑞繪著; 童小芳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9-037-2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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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1-84-1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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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41-88-9 (EPUB)  

圖解 5G 的技術與原理/飯盛英二, 田

原幹雄, 中村隆治著; 許郁文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52-0 (PDF) 

NT$48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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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92-7-8 (PDF)  

圖解 GAFA 科技 4 大巨頭: 2 小時弄

懂 Google 、 Apple 、 Facebook 、

Amazon 的獲利模式/田中道昭著; 劉

愛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樂園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59-0-2 (PDF)  

圖解 GAFA 科技 4 大巨頭: 2 小時弄

懂 Google 、 Apple 、 Facebook 、

Amazon 的獲利模式/田中道昭著; 劉

愛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樂園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59-1-9 (EPUB)  

精準下刀!讓怪醫黑傑克為你剖析工

作煩惱/尾崎健一著; 林冠汾譯 .--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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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21-180-3 

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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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486-93-8 (EPUB)  

圖解世界五大神話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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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489-548-9 (EPUB) 

NT$315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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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4-4-0 

(EPUB)  

圖解法律/楊智傑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365-1 (PDF)  

圖解物流管理/張福榮著 .-- 四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387-3 (PDF)  

圖解建築入門/原口秀昭著; 林書嫻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49-2 

(EPUB) NT$294  

圖解統計學/許玟斌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410-8 (PDF)  

圖解結構力學練習入門: 一次精通結

構力學的基本知識、原理和計算/原

口秀昭著; 陳曄亭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臉譜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5-050-8 (EPUB) NT$280  

語源解說 X 圖像聯想: 超高效英文單

字連鎖記憶法/汪汪著; 郭欣惠, 高詹

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38-9 (EPUB)  

圖解廣告學/莊克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17-427-6 (PDF)  

圖解籃球跑位戰術與攻防陣型: 保持

進攻隊型平衡,進行適當跑位判斷,創

造更好的投籃機會/鈴木良和著; 陳

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36-5 (EPUB)  

實境式照單全收!圖解西班牙語單字

不用背: 照片單字全部收錄!全場景

1500 張實境圖解,讓生活中的人事時

地物成為你的西班牙文老師!/鄭雲英

著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95-9 (PDF)  

網際網路應用實務/全華研究室, 王

麗琴編著 .-- 十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
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328-011-3 (PDF)  

構築未來: 成大數位智造工坊 2021

年鑑= Build the future/鄭方哲執行編

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數位智造

工坊, 11011 .-- 51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448-0-6 (平裝)  

實戰物聯網: 運用 ESP32 製作厲害又

有趣的專題/Agus Kurniawan 原著; 曾

吉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4-053-7 (PDF) NT$450  

遠 離 四 種 執 著 / 究 給 . 企 千 仁 波 切

(Chogye Trichen Rinpoche)作; 周銘賢
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219-5-1 (EPUB)  

認識主禱文的 7 堂課: 與賴特一起學

禱告/賴特(Tom Wright)著; 楊璿, 郭秀

娟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02-0 

(EPUB)  

認識金星,絕對讓你桃花朵朵開/宋瑞

珍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五 南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420-7 (PDF)  

團體膳食管理/吳淑靜, 郭家伶, 劉明

宜 作  .-- 一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華 杏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94-629-0 (PDF)  

臺灣花磚年曆. 2022/徐嘉彬, 林佩瑜, 

張毓珊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台灣花

磚文化, 11012 .-- 362 面; 19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95480-0-2 ( 平 裝 ) 

NT$980  

臺灣研究前沿分析. 2020/羅濟威, 葉

家顯, 黃郁棻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619-314-9 (PDF)  

臺灣島。海岸詩/康原著, 許萬八攝

影  .-- 第 一 版  .-- 臺 中 市  : 晨 星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0-031-9 (EPUB) NT$294  

臺灣島。海岸詩/康原作.朗讀 .-- 第

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1 .-- 約 56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35-7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  

臺灣茶葉感官品評實作手冊/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.-- 二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411-5 (PDF)  

臺灣國際平面設計獎. 2021= Taiwan 

International Graphic Design Award 

2021/邱宏祥主編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

中國生產力, 11012 .-- 18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254-91-8 (平裝) 

NT$800  

蝸牛住宅與斑馬公寓: 臺灣防災健康

宅的幸福提案/劉志鵬著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雅緻住宅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2482-3-5 (PDF)  

論文寫作演繹/張高評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五南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17-408-5 (PDF) NT$450  

劉必榮談判精華課: 33 年經驗集大成,

上過這堂課,視野、思維無限寬廣/劉

必榮著 .-- 臺北市 : 先覺, 1110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134-403-4 

(EPUB)  

適合我們的世界 /伊東歌詞太郎著; 

王靜怡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1-177-3 (EPUB)  

數位肉身性= Digital corporeality/張懿

文主編; 張懿文, 邱誌勇, 徐文瑞, 埃

里克.穆利斯撰文 .-- 臺北市 : 台灣文

化產業學會, 11012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626-95479-0-6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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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8-025-0 (PDF)  

數位監控: 我們如何拿回均衡的科技

生活/羅布.基欽(Rob Kitchin), 阿里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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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爾.弗瑞瑟(Alistair Fraser)著; 黃開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59-7 (EPUB)  

數位監控: 我們如何拿回均衡的科技

生活/羅布.基欽(Rob Kitchin), 阿里斯

泰爾.弗瑞瑟(Alistair Fraser)著; 黃開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

9763-4 (PDF)  

數位與商業攝影/趙樹人編著 .-- 五
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18-2 (PDF)  

趣味免疫學(圖解版)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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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/石原新菜作; 藍嘉楹譯 .-- 第一
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38-8 (EPUB) 

NT$245  

論美/莎娣.史密斯(Zadie Smith)著; 郭

品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77-78-9 (EPUB)  

*影音行銷最佳幫手: 免費視訊剪輯

軟體全攻略/鄭苑鳳著, ZCT 策劃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70-8 

(PDF)  

*影音行銷最佳幫手: 免費視訊剪輯

軟體全攻略/鄭苑鳳著, ZCT 策劃 .-- 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77-7 

(EPUB)  

*寬容是一種絕對的智慧/鄧東文編
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61-9-1 (PDF) 

NT$280  

數控工具機/陳進郎編著 .-- 八版 .-- 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08-3 (PDF)  

*練習忘記: 比起記住曾經美好的記

憶力,你更需要遺忘痛苦的失憶力/吳

學剛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16-966-4 (EPUB)  

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唐史 /覃仕勇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41-9 (EPUB)  

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清史 /覃仕勇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9-042-6 (EPUB)  

談情說愛,古人超有哏: 10 堂文學家

瘋傳的愛情課/宋怡慧作.朗讀 .-- 臺
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1 .-- 約 180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03-2 
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60  

論越南以法律途徑解決南海爭端之

探討/孫國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
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76-7 (PDF)  

熟番與奸民: 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

抗爭政治/柯志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28-0 (EPUB)  

*熟番與奸民: 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

與抗爭政治/柯志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32-7 (PDF)  

質感甜點層層解構 (立體剖面全圖

解): 世界冠軍教你 50 款人氣甜點,從

初階到進階分層拆解製程、配方與

美味的關鍵技巧/彭浩, 開平青年發

展基金會作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

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0-519-6 (EPUB)  

賣夢日記/Dreamer 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賣夢工作室, 11011 .-- 78 面; 
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50-0-

1 (精裝) NT$300  

熟睡迎接每一天: 睡眠外科權威、長

庚醫院李學禹醫師告訴您如何(全彩

圖文)/李學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方舟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14-8-6 (PDF)  

熟睡迎接每一天: 睡眠外科權威、長

庚醫院李學禹醫師告訴您如何(全彩

圖文)/李學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方舟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95314-9-3 (EPUB)  

*歐瑪瑪與白貝貝的 20 件日常刺繡

小物: 商品企劃故事練習帖-讓你的

刺繡設計充滿童趣/黃丹怡, 蘇怡如, 

梁毓鈴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
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, 11012 .-- 39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5-2-

3 (平裝) NT$480  

踮踮腳尖! 10 秒消除足底痛/富澤敏

夫作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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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踮踮腳尖! 10 秒消除足底痛/富澤敏

夫作; 龔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

楓葉社文化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370-372-3 (PDF)  

數學也可以這樣學/約翰.布雷克伍德

(John Blackwood)著; 洪萬生譯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70-3 (EPUB)  

數學大觀念. 3: 數學算什麼?從錯誤

中 學 習 的 實 用 數 學 / 麥 特 . 派 克

(Matthew Parker)著; 柯明憲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521-7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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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7-389-7 (PDF)  

賞樹圖鑑/章錦瑜著.攝影 .-- 第一版 .-

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0-032-6 (EPUB) 

NT$623  

潮聲/薛好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

瓶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06-269-0 (EPUB) NT$320  

編織祖靈橋= Tminun Hako Utux/南投

縣原民樸溯永續發展協會, 南投縣清

流社區發展協會黃立行, 逢甲大學公

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「社會創

業與募資」課程師生團隊著; 黃美玉, 

陳淑玲族語翻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

南 投 縣 原 民 樸 溯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, 

11012 .-- 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519-0-3 (精裝)  

劇變之後: 月妹未了情: 一件隨機殺

人案被害家屬復原歷程的敘說/張介

能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張介能 , 

11011 .-- 20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43-9550-7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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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939-8 (EPUB)  

歷史的軸與線/蔡錦玲作 .-- 初版 .-- 

嘉義市 : 和線教育基金會, 11101 .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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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44-

0-0 (平裝)  

*歷史的轉換期. IV, 1187 年: 巨大信

仰圈的出現/千葉敏之編; 陳國維譯 .-

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77-4 

(EPUB) NT$301  

擁抱心中的花/黃巧琳圖.文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, 11011 .-

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6662-2-0 (平裝)  

儒林外史的人間/張國風著 .-- 初版 .-

- 新竹縣 : 如是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6-62-9 (EPUB) 

NT$300  

戰爭的框架: 生命何時可弔唁?/朱迪

斯 .巴特勒 (Judith Butler)作 ; 申昀晏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45-6 

(EPUB) NT$210  

澳洲牧羊記: 沈志敏小說散文選/沈

志敏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
科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7088-15-9 (EPUB)  

貓咪的奇幻旅程/貓小姐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262-527-9 (EPUB)  

憲政熱映中: 中華民國憲法的怪誕與

進化/法律白話文運動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25-8 (EPUB)  

蕅益大師教淨土法門/(明)蕅益智旭

大師著述;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林中華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96-8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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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28-2 (EPUB)  

學校建築規劃: 理論與實務/湯志民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28-3 

(PDF)  

醒悟無常: 證嚴上人的 42 堂心靈修

習課/釋證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
報文化, 11009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3-9390-2 ( 精 裝 ) 

NT$480  

儒商的論語活學/謝四海作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書泉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1-248-5 (PDF)  

獨處練習/伊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11-5 (EPUB)  

獨處練習/伊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
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3-9717-7 (PDF)  

撼動韓國股市的 7 大操盤手/韓奉鎬, 

金亨俊, 姜昌權, 李柱源, 金榮玉, 李

讚勇, 李湘基著; 蔡佩君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9-01-0 (EPUB)  

學會放下,活在當下全集/千江月著 .-- 

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101 .-

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-

802-3 (平裝) NT$380  

靜謐 : 劉國正油畫創作= 2021 Liu, 

Kuo-Cheng painting creation/ 劉 國 正

作 .-- 基隆市 : 劉國正, 11011 .-- 60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493-

7 (平裝)  

賺大錢有這麼難嗎?/蔡嫦琪作; 蔡有

寶朗讀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零極限

文化, 11012 .-- 約 360 分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06462-8-3 (線上有聲書

(MP3)) NT$3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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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諾瓦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

崧燁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516-940-4 (EPUB)  

邁向未來教育創新/吳清山, 楊瑞濱, 

鄭崇趁, 鄭依萍, 黃旭鈞, 高家斌, 蘇

玲慧, 孫良誠, 蔡進雄, 王令宜, 蔡明

學, 林雍智, 黃世隆, 劉彥廷, 劉春榮, 

曾燦金, 諶亦聰, 林奎宇, 林雅婷, 林

信志, 謝麗華, 尤惠娟合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元照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50-7 (PDF)  

邁向成功: 反覆驗證,實證有效的成

功三定律 /拿破崙 .希爾著 ; 呂佩憶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86-6 

(EPUB)  

隱谷路: 一部解開思覺失調遺傳祕辛,

深入百年精神醫學核心爭議的家庭

調查史/羅伯特.科爾克(Robert Kolker)

著; 黃佳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
田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0-147-0 (EPUB)  

謝沅瑾 2022 好運風水這樣做/謝沅瑾

作 . 朗 讀  .-- 臺 北 市  : 時 報 文 化 , 

11012 .-- 約 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13-9789-4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 

NT$99 .-- ISBN 978-957-13-9790-0 (線

上有聲書(MP3)) NT$99  

禪宗一年: 52 週的修行筆記/邦妮.米

奧泰.崔斯作; 黃春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楓樹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2-83-9 (EPUB)  

禪宗一年: 52 週的修行筆記/邦妮.米

奧泰.崔斯作; 黃春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楓樹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72-87-7 (PDF)  

幫孩子取個好名字(二 0 二二年虎虎

生風版)/黃逢逸著 .-- 十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新手父母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08-14-0 (EPUB)  

邂逅山城碧絡角: 三灣老街人文故事

輯/溫心榆主編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 : 溫

心榆, 1101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43-9598-9 (精裝)  

擊退奧客的神級 SOP 應對絕技: 30 年、

600 家公司風險管理諮商專家親授!/

東弘樹著; 鍾嘉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9-043-3 (EPUB)  

韓國企劃女神 CCC 思考整理術/朴信

榮(박신영)著; Loui 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79-02-7 (EPUB)  

韓國語言學校都在教的韓語單字/高

俊江, 賈蕙如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合

傳播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684-47-1 (PDF)  

薪傳 300 年: 2021 六堆論壇= Liugdui 

300 years of foundation: Liugdui forum/

徐靜如, 陳宏銘主編 .-- 初版 .-- 屏東

縣 : 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, 11011 .-

- 15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97907-1-0 (平裝)  

營養全書/李幸真, 江淑靜, 林依晴, 江

省蓉, 李銘杰, 吳昀瑾, 周琦淳, 陳柏

方, 易博士編輯部著 .-- 臺北市 : 易博

士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480-202-9 (EPUB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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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質飲食聖經: 法國名廚名醫營養師

聯手設計,結合超級食物和地中海飲

食法,100+道營養均衡、簡單易做的

美 味 料 理 / 米 榭 . 西 姆 斯 (Michel 

Cymes), 達 米 安 . 杜 克 斯 涅 (Damien 

Duquesne), 歐黑莉.蓋里(Aurélie Guerri)

著; 楊雯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奇

光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78-8-0 (PDF)  

優質飲食聖經: 法國名廚名醫營養師

聯手設計,結合超級食物和地中海飲

食法,100+道營養均衡、簡單易做的

美 味 料 理 / 米 榭 . 西 姆 斯 (Michel 

Cymes), 達 米 安 . 杜 克 斯 涅 (Damien 

Duquesne), 歐黑莉.蓋里(Aurélie Guerri)

著; 楊雯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奇

光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878-9-7 (EPUB)  

營養學概論: 美容與健康/汪曉琪, 宋

威徹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
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28-021-2 (PDF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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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80-4 (EPUB)  

禪繞時尚 IN/邱筱婷編著 .-- 1 版 .-- 臺

北市 : 博課師科技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6389-7-5 (EPUB)  

謝鑄陳回憶錄/謝鑄陳原著; 蔡登山
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5540-88-3 (EPUB)  

藍色溫室: 天空、海洋與我們的島: 

劉子平 . 2021= Blue greenhouse: sky, 

sea & our island: Liu, Zi-Ping/劉子平

作 .-- 桃園市 : 劉子平, 11012 .-- 48 面; 
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71-

2 (平裝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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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29-9 (EPUB)  

轉念: 慈濟志工的生命故事/鄭善意

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96-77-3 (EPUB)  

禮物: 蘇菲大師哈菲茲詩選/哈菲茲

(Hafiz)作 ; 孫得欽 , 劉粹倫譯 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紅桌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986-06804-3-0 

(EPUB)  

叢林中的山櫻花: 高砂義勇隊 28 問/

蔡岳熹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27-3-4 (PDF)  

離婚法律實務/俞百羽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元照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11-634-7 (PDF) NT$350  

雙堂記: 大武山下的聖堂傳奇/范毅

舜 著  .-- 初 版  .-- 臺 北 市  : 遠 流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89-7 (EPUB)  

職業講師的百萬商業秘訣 /孫治華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 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769-57-9 (EPUB) NT$460  

豐蔬食. 2: 超過 200 道顛覆味覺的美

味蔬食介紹/田定豐, 林承彥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88-8 (EPUB)  

翻轉信念 40 招: 增強覺知力與創造

力的賽斯修練秘笈/王怡仁著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, 11011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07-46-5 (PDF)  

關口真優的袖珍黏土麵包教科書: 好

拍又好玩!指尖上的可愛擬真世界/關

口真優著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29-044-0 (EPUB)  

鏡子靜心: 帶你張開心靈眼睛的立即

療癒法,風靡韓國,實證者絡繹不絕/

金相云著; 陳品芳譯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75-652-3 (EPUB)  

壞男人的權謀霸術: 玩轉人心的陽謀

與陰謀/那個奧客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遠流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32-9377-4 (EPUB)  

關於家= The everyday object book of 

home/邱維濤(Eric Chiu)總編輯 .-- 臺

北市 : 創時傳媒, 11012 .-- 196 面; 28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982-3-8 (平裝) 

NT$350  

鏤空與浮雕. II/范俊奇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有鹿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6-4-6 (EPUB)  

關係的刻意練習: 用超越 10000 小時

的刻意,留住你在乎的每一段關係/楊

雅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 : 商周 , 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98-7 (EPUB)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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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16-941-1 (EPUB)  

鯨鯊桑 : 悠遊自在的生活 /Takeuchi 

Yumiko 圖.文; 夏淑怡翻譯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11 .-- 112 面; 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80-3 (平

裝) NT$300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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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171-6-9 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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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/桑原晃彌著; 李

貞慧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1-49-9 (PDF)  

釋放能力: 裝備單身者做基督樣式的

僕人= Unleashing dunamis/周麗嫡雅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基督福音證主, 

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5745-34-9 (平裝)  

釋迦的本心: 再次甦醒的佛陀的覺悟

/大川隆法(Ryuho Okawa)作; 幸福科

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, 11012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395-1-2 

(EPUB)  

警務生態系統發展新思維研討會論

文集=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f 

New Perspectives on Police Ecosystem 

Development/蘇志強總編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, 

11012 .-- 4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866-1-8 (平裝附光碟片)  

警醒等候主(彼得前後書信息)/楊寧

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文福音藝

術傳播協會 , 11012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986-06958-4-7 (EPUB)  

鐵陣石林室印蜕/黃敬庭作 .-- 第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印社, 11012 .-- 4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671-2-

0 (平裝) NT$2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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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徹斯特策略: 小克大、弱勝強,打

敗大你 10 倍對手的終極武器/福永雅

文著; 神崎真理子繪; 江裕真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95-7 (PDF)  

蘭徹斯特策略: 小克大、弱勝強,打

敗大你 10 倍對手的終極武器/福永雅

文著; 神崎真理子繪; 江裕真譯 .-- 二
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97-1 (EPUB)  

蘭嶼 打工換宿那些事: 一個都市女

生的島嶼生活觀察,透過打工換宿,深

入認識蘭嶼/伊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伊蓮文字工作室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8-1-2 (EPUB) 

NT$99  

聽上帝在說話: 操練屬靈聽力的秘訣

/普莉希蘭.夏爾(Priscilla Shire)著; 劉

如菁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格子外面

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626-95408-2-2 (EPUB)  

聽比說更重要: 比「說」更有力量的

高效溝通法/赤羽雄二(Yuji Akaba)著; 

周若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

9385-9 (EPUB)  

權威醫療團隊寫給妳的寶寶安心副

食品 x 病症照護全攻略: 兒科醫師 x

營養師專為 0-3 歲孩子設計,100 道聰

明副食品與 31 大症狀及意外照護全

書!/林圓真, 吳宗樺, 張日錦, 楊樹文, 

林劭儒合著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130-523-3 (EPUB)  

讀曆書店/阿滴, 滴妹, 陳慶祐, 王姿雯, 

包冠涵等人作; 生鮮時書編選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時書數位內容, 11011 .-

- 37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55-0-6 (平裝) NT$899  

驚動的眼睛/李昌憲著 .-- 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16-6 (EPUB)  

顯微鏡後的隱藏者: 改變世界的女性

科學家/劉仲康, 鍾金湯原作; 邱佩轝

朗讀  .-- 臺北市  : 尚儀數位學習 , 

11011 .-- 約 39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05-61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

NT$380  

戀戀桃仔園. 第十一屆: 桃園文學與

歷史研習會論文集/李訓清主編 .-- 桃

園市 :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, 11012 .-- 

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203-

36-7 (平裝) NT$150  

讓孩子做學習的主人: 自主學習典範

親師指南/丁志仁, 曲智鑛合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066-6 (EPUB)  

讚頌天主: 鳳山耶穌君王堂 2021 年

紀念刊= Praise the Lord/許景華主編 .-

- 高雄市 : 天主教鳳山耶穌君王堂, 

11101 .-- 5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99931-1-1 (平裝)  

新譯易經繫辭傳解義/吳怡著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60-6 (EPUB)  

*新譯老子解義/吳怡著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465-1 (EPUB)  

*莊子的生命哲學/葉海煙著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50-7 (EPUB)  

烏龍邏輯?/劉福增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43-9 (EPUB)  

與神對話全集/尼爾.唐納.沃許(Neale 

Donald Walsch)著 ; 王季慶 , 孟祥森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51-6 

(EPUB)  

佛性思想/釋恆清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
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66-8 (EPUB)  

佛藏經講義. 第十四輯/平實導師述
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1-6-5 

(PDF)  

新譯楞嚴經/賴永海, 楊維中注譯 .-- 

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307-468-2 

(EPUB)  

佛法綱要: 四聖諦、六波羅蜜、四弘

誓願講記/聖嚴法師著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598-938-5 (EPUB)  

*突破性的禁食: 领受神的大能/基耶

摩.马都纳多(Guillermo Maldonado)著; 

吴嘉仁譯 .-- 臺北市 : 以琳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209-88-5 

(PDF)  

更深經歷耶穌基督(新編註釋版)/蓋

恩夫人(Madame Jeanne Guyon)原著; 

亞洲先鋒事工翻譯.註釋 .-- 初版 .-- 

桃園市 : 耶斯列國際, 11010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84-7-7 (EPUB)  

紫微斗數格局論/周幸蓉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展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46-355-9 (EPUB)  

23 對染色體: 解讀創生奧祕的生命之

書/馬特.瑞德利(Matt Ridley)著; 蔡承

志, 許優優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商

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8-074-1 (EPUB)  

臨床推理: 現代觀與教學運用/王程

遠, 白培英, 呂佩穎, 李智雄, 邱浩彰, 

林信宏, 林建亨, 林馥郁, 林曉娟, 徐

金雲, 陳浤燿, 陳偉德, 張建國, 張育

瑞, 張志宗, 黃志賢, 楊義明, 楊晶安, 

葉建宏, 蔡哲嘉, 賴春生, 謝祖怡, 藍

忠亮作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06914-7-4 (PDF)  

(全彩圖解)30+增肌訓練: 逆齡/抗老/

減重/紓壓/防病 完全攻略/郭曉韻, 曾

品嘉合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425-0-5 (EPUB) NT$375  

選擇中醫 : 對生命與健康的深入觀

察/董洪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
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459-375-0 (EPUB)  

走近中醫(健康升級版): 對生命和疾

病的全新探索/唐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459-378-1 (EPUB)  

骨刺中醫論治/朱忠春, 彭美鳳, 陳國

樹, 陽光正編著; 余明哲, 范玉櫻主

編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56-9 

(EPUB)  

全圖解超速效腳底按摩/漢欣文化編

輯部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86-822-1 (PDF)  

全圖解超速效腳底按摩/漢欣文化編

輯部作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

686-823-8 (EPUB)  

內功與房中術/龍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品冠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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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06717-8-0 (EPUB) 

NT$250  

專利實務論/冷耀世編著 .-- 九版 .-- 

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23-6 (PDF)  

你怎麼看待時間,決定你成為哪種人: 

1000 位世界頂尖領導人的時間觀/谷

本有香著; 黃瑋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如果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5-07-7 (PDF)  

領導的本質: 成為領導人的 52 堂必

修課/約翰.曼寧(John Manning)著; 高

子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45-09-1 (EPUB)  

不懂帶人,你就自己做到死!: 行為科

學教你把身邊的腦殘變幹才/石田淳

著; 孫玉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

果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7045-08-4 (EPUB)  

漫畫圖解 .不懂帶人 ,你就自己做到

死!/石田淳著; 賴郁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45-13-8 (EPUB)  

*愛的教育零體罰/黃啟域著 .-- 臺北

市 : 三民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57-14-7346-8 (EPUB)  

二師兄論拳/蘇峰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展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46-349-8 (EPUB) NT$330  

內家拳引玉/蘇峰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展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46-350-4 (EPUB) NT$280  

內家拳武術探微/蘇峰珍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展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46-348-1 (EPUB) 

NT$450  

太極拳行功心解詳解/蘇峰珍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46-347-4 (EPUB) 

NT$240  

太極拳經論透視/蘇峰珍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展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46-351-1 (EPUB) 

NT$220  

形意烙紀/蘇峰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展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46-354-2 (EPUB)  

拳理說與識者聽/蘇峰珍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大展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346-352-8 (EPUB) 

NT$300  

談拳論功夫/蘇峰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大展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46-353-5 (EPUB) NT$380  

秩序與混沌: 轉型中國的「社會奇蹟」

/陳映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

版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986-350-535-8 (EPUB)  

情緒同理: 家事法庭第一線社工 30

件個案解析,克制情緒干擾、同理孩

子立場,練習把分離的負能量降到最

低/黃竑瑄, 陳廷芝, 陳竺妤, 高安遠, 

施涵君文字撰述; 現代婦女基金會總

策畫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7008-13-3 (EPUB) NT$270  

西洋經濟思想史/林鐘雄著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10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57-14-7337-6 (EPUB)  

台日關係史(1945-2020)/川島真, 清水

麗, 松田康博, 楊永明著; 高村繁, 黃

偉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

中心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

986-350-533-4 (EPUB) NT$500  

*魏晉史學及其他/逯耀東著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62-0 (EPUB)  

從平城到洛陽: 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

程/逯耀東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
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07-459-0 (EPUB)  

*抗戰史論/莊永敬著 .-- 臺北市 : 弘

雅三民圖書 , 11011 .-- 面 ; 公分  .-- 

ISBN 978-626-307-463-7 (EPUB)  

*蔣介石與希特勒: 民國時期的中德

關係/馬振犢, 戚如高著 .-- 臺北市 : 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307-464-4 (EPUB)  

滄海月明: 找尋臺灣歷史幽光/朱和

之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

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387-504-8 (EPUB)  

帶這本書去聖地/吳駿聲著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55-2 (PDF)  

美國史/陳靜瑜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
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

978-626-307-458-3 (EPUB)  

希區考克: 驚悚大導演/陳佩萱 .-- 臺
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57-6 (EPUB)  

毛主席的父女囚犯/齊家貞著 .-- 初
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72-1 (PDF)  

韓國語,一學就上手!. 發音及音韻變

化篇/張莉荃(Angela)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瑞蘭國際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986-5560-51-5 (PDF)  

*西班牙文,每日一句/Javi, Sofi 作 .-- 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, 11012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0-50-8 

(PDF)  

信不信由你 一週開口說西班牙語/李

文康(José Gerardo Li Chen), 黃國祥

(Esteban Huang Chen)合著 .-- 初版 .-- 

臺北市 : 瑞蘭國際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0-52-2 (PDF)  

*新譯楚辭讀本/傅錫壬註譯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61-3 (EPUB)  

新譯宋詞三百首/劉慶雲注譯 .-- 臺北
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67-5 (EPUB)  

時間之外: 劉美娜詩集/劉美娜作 .-- 

初版  .-- 新北市  : 小雅文創事業 , 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95095-4-6 (EPUB) NT$224  

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 /曹疏影作 .攝

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黑眼睛文化, 
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

6359-95-8 (EPUB) NT$266  

手帖: 南朝歲月/蔣勳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02-4 (EPUB)  

尋找家園/高爾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03-1 (EPUB)  

當下四重奏/劉大任著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10-9 (EPUB)  

今天也沒有了/小令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黑眼睛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6359-94-1 (PDF) 

NT$23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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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飛的有蒼蠅跟神明/小令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黑眼睛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59-96-5 

(PDF)  

許多無名無姓的角落/柴柏松詩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黑眼睛文化, 11011 .-- 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59-93-4 

(EPUB) NT$224  

紫色逗號 : 蕓朵詩集 /蕓朵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雅文創事業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5-0-8 

(EPUB) NT$256  

護城河: 陳皓詩集/陳皓作 .-- 初版 .-- 

新北市 : 小雅文創事業, 11011 .-- 面; 

公 分  .-- ISBN 978-626-95095-1-5 

(EPUB) NT$256  

Fiat Lux-let there be light 創業青年的

人生雜記/劉峻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
市 : 白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

ISBN 978-626-7056-73-8 (PDF)  

*像藝術家一樣思考(經典增訂版)/貝

蒂.愛德華(Betty Edwards)著; 杜蘊慧, 

張索娃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90-5 (PDF)  

*像藝術家一樣思考(經典增訂版)/貝

蒂.愛德華(Betty Edwards)著; 杜蘊慧, 

張索娃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
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

314-091-2 (EPUB)  

在你的瞳孔裡種詩: 愛羅手機詩攝影 

Plant poetry in your pupil/愛羅作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小雅文創事業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5-3-9 

(EPUB) 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