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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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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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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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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書分類目錄
總類
特藏
民國二十三年之蔣介石先生 = The
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-shek in
1934 /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
中心, 11012 .-- 冊 .-- (政大人文系列
叢書) .-- ISBN 978-626-95253-4-8 (上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626-95253-5-5
(下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蔣中正 2.CST: 傳記 3.CST: 歷
史檔案 005.32

目錄學；文獻學
<<四庫全書總目>>史評類研究 / 閻
超凡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8 面; 26
公分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
第 1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56-6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四庫全書 2.CST: 目錄 3.CST:
研究考訂 011.08
21 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(2016-2020
年) / 周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3-4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58-0 (上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59-7 (下
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遼史 2.CST: 金史 3.CST: 專科
目錄 011.08
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. 七, 研究 /
蔡樹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.
三四編 ; 第 36-37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891-7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892-4 (下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簡牘文字 2.CST: 研究考訂
011.08
宋初吳淑<<事類賦>>及其自注研究
/ 吳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4 面;
26 公分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四
編 ; 第 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573 (精裝) 普遍級

1.CST: 類書 2.CST: 研究考訂
011.08
杜詩闡 / 陳開林校證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
三四編 ; 第 32-35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887-0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888-7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518-889-4 (第 3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18-890-0 (第 4 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杜詩闡 2.CST: 校勘 011.08
阮元<<周易注疏校勘記>>成書新探
/ 樊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0 面;
26 公分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四
編 ; 第 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60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校勘 011.08
明司馬熊公廷弼年譜 / 熊飛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22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18 冊) .- ISBN 978-986-518-873-3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(明)熊廷弼 2.CST: 年譜
011.08
明史雲南廣西土司傳考證 / 楊勝祥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
獻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19-21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874-0 (上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875-7 ( 中 冊 : 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76-4 (下冊:
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官制 2.CST: 歷史 3.CST: 明代
011.08
法藏敦煌遺書 P.2325 號<<法句經疏
>>校釋研究 / 張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62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獻
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49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904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敦煌學 2.CST: 本緣部 3.CST:
注釋 4.CST: 研究考訂 011.08
肩水金關漢簡分類校注 / 王錦城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獻研
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38-46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893-1 (第 1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18-894-8 (第 2 冊: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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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95-5 (第 3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96-2 (第 4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97-9
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898-6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899-3 (第 7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900-6 (第 8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518-901-3 (第 9 冊: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居延漢簡 2.CST: 簡牘文字
3.CST: 研究考訂 011.08
春風瑤草盡文章 : 幽溪傳燈遺文釋
論與校箋 / 黃啟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02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獻
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50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905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(明)釋傳燈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研究考訂 011.08
陳景雲<<文選舉正>>疏證 / 范志新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
獻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22-31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877-1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78-8 (第 2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79-5 (第 3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80-1
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881-8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882-5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883-2 (第 7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518-884-9 (第 8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18-885-6 (第 9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86-3 (第 10
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文選舉正 2.CST: 研究考訂
011.08
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三編 / 周
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84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
第 4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902-0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喪葬習俗 2.CST: 中國
011.08
散見明代墓誌地券輯錄 / 周峰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(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四編 ; 第 48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903-7 (精裝)
普遍級

1.CST: 喪葬習俗 2.CST: 中國
011.08
越南嗣德皇帝<<御製越史總詠集>>
之研究 / 阮福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62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獻研究輯
刊. 三四編 ; 第 51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906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詠史詩 2.CST: 越南 011.08
續經義考.周易之部 / 周懷文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獻研究
輯刊. 三四編 ; 第 6-17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861-0 (第 1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18-862-7 (第 2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63-4 (第 3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64-1 (第 4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65-8
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866-5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867-2 (第 7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868-9 (第 8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518-869-6 (第 9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18-870-2 (第 10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71-9 (第 11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72-6
(第 12 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研究考訂
011.08
阮元研究文獻目錄 / 陳東輝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學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3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988-7-7 (精裝) NT$1000 普
遍級
1.CST: (清)阮元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書目 014.99

圖書資訊學；檔案學
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. 一 0 九年 =
Yearbook of librarianship in Taiwan
2020 / 國家圖書館編 .-- 臺北市 : 國家
圖書館, 11012 .-- 45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678-711-9 ( 精 裝 )
NT$750 普遍級
1.CST: 圖書館年鑑 2.CST: 中華民國
020.58
你 還 不 知 道 的 閱 覽 桌 = A tale of
reading tables / 陳格理著 .-- 初版 .-[臺北市] : 陳格理出版 : 田園城市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101 .-- 272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641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大學圖書館 2.CST: 圖書館設
備 3.CST: 桌 4.CST: 照明 021
圖書館創新服務與設計 / 賴忠勤, 胡
修如, 黃文玉, 趙幸儀, 蔡順至編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
館, 11012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(公共
圖書館人才培訓教材 ; 第 18 輯) .-ISBN 978-626-7106-02-0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公共圖書館 2.CST: 圖書館推
廣服務 3.CST: 閱讀 4.CST: 文集
026.07

國學
<<莊子>>倫理學研究 : 以多瑪斯倫
理學為線索 / 藍啟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冊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
刊. 三五編 ; 第 19-20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821-4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18-822-1 (下冊: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莊子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
倫理學 030.8

王心齋與中晚明儒學的轉折 : 兼論
道德自我與社會人倫的衝突與和諧 /
潘玉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
11-1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14-6
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139 (上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(明)王艮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明代哲學 4.CST: 儒學 030.8
王船山論<<易>>的「人文創化」思
想之研究 / 黃能展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66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
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 15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817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(清)王夫之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易學 4.CST: 中國哲學 030.8
先秦至漢武時期五行說發展脈絡 /
朱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2 面; 26
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
五編 ; 第 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807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陰陽五行 2.CST: 秦漢哲學
3.CST: 歷史 030.8

<<莊子>>教育哲學研究 / 黃睿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
1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20-7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莊子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
教育哲學 030.8

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 / 蔣立群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76 面; 26 公分 .-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
2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25-2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釋印順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佛教哲學 030.8

<<詩經>>誓詛詩研究 / 許清源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90 面; 26 公分 .-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
1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03-0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詩經 2.CST: 研究考訂 030.8

宋代后妃祭祀之禮研究 : 以儀式象
徵、禮儀思想與性別秩序為核心 /
施譯涵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
2-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05-4 (下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04-7
(上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祭祀 2.CST: 禮儀 3.CST: 后妃
4.CST: 宋代 030.8

方東美<<易>>學思想探析與溯源 /
楊國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0 面;
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
三五編 ; 第 16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818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方東美 2.CST: 易學 3.CST: 學
術思想 4.CST: 中國哲學 030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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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居仁理學思想研究 / 黃威豪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58 面; 26 公分 .-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
1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15-3 (精
裝) 普遍級

1.CST: (明)胡居仁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宋明理學 030.8

1.CST: 先秦哲學 2.CST: 中國美學史
030.8

秦漢雜家治國思想體系研究 : 以<<
呂氏春秋>><<淮南子>>為中心 / 俞
林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2 面; 26
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
五編 ; 第 6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808-5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呂氏春秋 2.CST: 淮南子
3.CST: 研究考訂 4.CST: 雜家 030.8

窺基<<說無垢稱經疏>>的唯識學詮
釋 / 竇敏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2
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
刊. 三五編 ; 第 21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823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唯識 2.CST: 佛教哲學 030.8

從周文傳統到孔子 : <<左傳>>中的
「德」、「禮」思想研究 / 汪美葵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4 面; 26 公
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
編 ; 第 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06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左傳 2.CST: 研究考訂 030.8
彭紹升評傳 / 錢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36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
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 22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824-5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(清)彭紹升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佛教哲學 030.8
陽明心學與復古派關係研究 / 吳瓊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0 面; 26 公
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
編 ; 第 10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812-2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陽明學 2.CST: 明代哲學
030.8
陽明學的異質發展 : 聶雙江「歸寂
說」之研究 / 簡凡哲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
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 ; 第 14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816-0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(明)聶雙江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陽明學 030.8
意象範疇的發生及當代價值研究 /
胡遠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2 面;
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
三五編 ; 第 17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819-1 (精裝) 普遍級

魏晉玄學新論 : 從王弼到嵇康的典
範轉移 / 謝大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冊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
編 ; 第 7-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810-8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809-2 (上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玄學 2.CST: 魏晉南北朝哲學
030.8
魏晉品鑑書寫下的文化視域研究 /
江伊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
26 公分 .-- (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
三五編 ; 第 9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811-5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六朝文學 2.CST: 文學評論
030.8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
怪奇事物所. 2 / 怪奇事物所所長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08-2 (精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常識手冊 046
海洋大奧祕 / 向日葵工作室作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1-24-3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百科全書 2.CST: 兒童讀物
047

連續性出版品；期刊
*珍藏最愛第一聲-臺灣雜誌創刊號
展(1949-1987)展覽專輯 / 王雅萍編 .-臺中市 : 東海大學圖書館, 11012 .-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8100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期刊 2.CST: 展覽 050
7

岡中學報. 第 34 期 / 莊喭中主編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,
11012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1-42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期刊 051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
博物館處方箋實務手冊 = Museums
on prescription : a practical guide / 國立
臺灣博物館, 劉建良, 劉宜君, 姜韋彤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博
物館, 11012 .-- 72 面; 14X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524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博物館管理 2.CST: 博物館服
務 3.CST: 博物館規劃 069.1
知識展示重構 : 博物館建築空間與
觀眾經驗 / 殷寶寧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27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648-5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博物館建築 2.CST: 博物館觀
眾 3.CST: 博物館展覽 069.2

普通論叢
台灣的灰色年代 / 鄭欽仁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稻鄉出版社, 11101 .-312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683-7-7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2.CST: 時事評論
078
典傳香興聞網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雄
市 : 菜根香出版社, 11103 .-- 120 面;
19 公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6169-73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078
拾錦興聞網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雄市 :
菜根香出版社, 11102 .-- 130 面; 19 公
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986-6169-72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078
記疫共同體 / 王長江, 忽思慧, 李舵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8 面; 21 公
分 .-- (思想 ; 44) .-- ISBN 978-957-086185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078
毓馨文集 / 楊俊毓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649-2 (平裝) NT$270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2.CST: 時事評論
078

哲學類
總論
問個不停的小孩,加斯東(建立價值觀
&世界觀的暢銷親子哲學繪本). 2 :
為什麼愛生氣?為什麼兄弟姊妹會吵
架?為什麼世界上有壞蛋?(給爸媽的
萬能解答書,3-15 歲適讀) / 蘇菲.佛勞
特(Sophie Furlaud), 凱瑟琳.波多居貝
(Catherine Proteaux-Zuber)繪 ; 許雅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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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76 面; 20X20
公分 .-- (小野人 ; 15) .-- ISBN 978-986384-649-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哲學 2.CST: 繪本 100

學術思想概論
東亞思想交流史中的脈絡性轉換 /
黃俊傑, 安藤隆穗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
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, 11101 .-- 451
面; 21 公分 .-- (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;
108) .-- ISBN 978-986-5452-71-1 (精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思想史 2.CST: 儒學 3.CST: 文
集 4.CST: 東亞 113.07

中國哲學

乾卦、坤卦文言傳 讀易散記下經.
三 / 徐醒民撰 .-- 臺中市 : 明倫月刊
社, 11102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856-7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易學 3.CST: 研究
考訂 121.17
從易經解六祖壇經 / 劉君祖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(劉君祖易經世界 ; 23) .-- ISBN 978986-0777-92-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六祖壇經 3.CST:
研究考訂 121.17

道德經 : 宇宙本原的宣言 / 劉洪均
Samo Liu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旺文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9-120-4 (精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道德經 2.CST: 研究考訂
121.317
列子臆說 / 南懷瑾講述 .-- 臺灣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6059-63-6 (下冊: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列子 2.CST: 注釋 121.321

解讀易經的奧祕. 卷十二, 道德是最
佳信仰 / 曾仕強, 劉君政著述 ; 陳祈
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曾仕強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8 面;
20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58-13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研究考訂
121.17

莊子寓言選錄 / 蘇志誠編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
公司出版 : 聯合發行股分有限公司
發行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4-96-9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莊子 2.CST: 研究考訂 3.CST:
寓言 121.337

*元汁元味毓式元學 / 許仁圖編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河洛圖書出版社出版 ;
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7548-3-5 (全套:平裝) NT$1500 普遍
級
1.CST: 毓鋆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
儒學 4.CST: 文集 121.207

中、韓儒者的秩序追求 : 以朝鮮朱
子學儒者為中心的觀察 / 蔡至哲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88 面; 21 公分 .-(人文新貴 ; 8) .-- ISBN 978-957-173325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朱子學 2.CST: 韓國 125.5

論語別裁 / 南懷瑾述著 ; 蔡策記錄 .- 臺灣六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059-62-9 (下冊:
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論語 2.CST: 研究考訂
121.227

易經錯了幾千年 / 林永昌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56-87-5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注釋 121.1

*解读老子民族社会主义易道 / 耿大
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寒亭書社,
11012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解讀老子民族社會主義易道 .-- ISBN
978-626-95584-1-4 (平裝) NT$180 普
遍級
1.CST: 道德經 2.CST: 易經 3.CST: 注
釋 4.CST: 研究考訂 121.311

*易經錯了幾千年 : 世界唯一。易經
宇宙觀論卦。41 雷天大壯卦 / 林永
昌著 .-- 高雄市 : 林永昌, 11012 .-- 223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108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注釋 121.1

*解讀老子民族社會主義易道 / 耿大
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寒亭書社,
11012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84-0-7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1.CST: 道德經 2.CST: 易經 3.CST: 注
釋 4.CST: 研究考訂 121.3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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詮釋與創新 : 當代儒佛研究論衡 / 吳
有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
版社, 11012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(文
史哲學集成 ; 740) .-- ISBN 978-986314-582-0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新儒學 2.CST: 佛教 3.CST: 文
集 128.07

東方哲學
業力 : 瑜伽士教你創造個人命運 / 薩
古魯.賈吉.瓦殊戴夫(Sadhguru Jaggi
Vasudev)著 ; 陳碧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地平線文化, 漫遊者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4-7-1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瑜伽 2.CST: 靈修 137.84

西洋哲學
羅素與杜威 : 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
位西方大哲之比較 / 丁子江著 .-- 一
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452 面; 23 公分 .-(史地傳記類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626-7088-23-4 (平裝) NT$690 普遍級
1.CST: 羅素(Russell, Bertrand, 18721970) 2.CST: 杜威(Dewey, John, 18591952) 3.CST: 學術思想 4.CST: 西洋
哲學 5.CST: 比較研究 144.71
帕斯卡的賭注 : 上帝存在,人性敗壞!
不信上帝將會墜入無盡深淵?從<<思
想錄>>探索人性的本質 / 游偉翔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11-6 (平
裝) NT$370 普遍級
1.CST: 帕斯卡(Pascal, Blaise, 16231662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 宗教
哲學 146.33
厭世始祖叔本華的悲觀哲學 : 幸福
只是暫時的,痛苦才是人生的本質 /
劉燁, 安旻廷編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 276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16-988-6 (平裝) NT$370 普
遍級
1.CST: 叔本華(Schopenhauer, Arthur,
1788-1860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
人生哲學 147.53

心理學
正向心理全書 : 正向精神醫學、心
理治療與心理學的臨床實務 / 艾瑞
克.梅西亞斯(Erick Messias), 哈米德.
佩塞施基安(Hamid Peseschkian), 康斯
薇露.卡甘德(Consuelo Cagande)編著 ;
郭約瑟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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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616 面; 23 公分 .-- (Talent 系列 ; 52) .- ISBN 978-626-95477-3-9 ( 平 裝 )
NT$80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學 170
你知道的太多了!人格心理學、行為
心理學,只要你會呼吸,就能搞懂的日
常心理學 / 郭琳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3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05-5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學 170

重新回家,找回自己是誰 : 整合你的
「內在家庭」,開啟自己與人格陰影
的深層治癒對話! / 留佩萱作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Mind map ; 236) .- ISBN 978-957-658-743-6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學 2.CST: 心理治療
170
健康而有效助人者的七個習慣 = The
seven habits of healthy & effective
helpers / 林 木 筆 , 萊 斯 利 . 韋 斯 特
(Leslie Wuest)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松慧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7599-96-4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衛生 2.CST: 情緒管理
3.CST: 社工人員 172.9
女人,你該好好愛自己 : 透過勇敢的
自我關懷,活出有力量的豐盛人生 /
克莉絲汀.聶夫(Kristin Neff)著 ; 陳依
萍, 馬良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418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女性心理學 2.CST: 自我肯定
173.31
三種和多種自體 : 佛洛伊德、克萊
恩、寇哈特,或榮格,與其他共論證 =
Three and more kinds of self : arguments
of Freud, Klein, Kohut, or Jung, and
others / 劉慧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心靈工 坊文化 事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12 .-- 512 面 ; 21 公 分 .-(PsychoTherapy ; 56) .-- ISBN 978-986357-229-9 (平裝) NT$750 普遍級
1.CST: 精神分析學 175.7
四句話變幸福!讓心愉悅的荷歐波諾
波諾 / 伊賀列阿卡拉.修.藍(Ihaleakala
Hew Len), 丸山茜著 ; 邱心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時代系列 ; 195) .-- ISBN 978-986-175657-8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心靈學 2.CST: 超心理學
3.CST: 靈修 175.9
運命 : 生命經驗的模式與意義 / 古德
潤.伯哈德(Gudrun Burkhard)著 ; 陳脩
平翻譯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冬山鄉 : 三
元生活實踐社, 11101 .-- 378 面; 21 公
分 .-- (人智學世界觀. 整合療癒 ; 3) .9

- ISBN 978-626-95176-1-9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心靈學 2.CST: 靈修 175.9
與逝者溝通 / 蘿拉.琳恩.傑克遜作 ;
吳宗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Spirituality ; 3) .-- ISBN
978-957-741-487-8 (平裝) NT$399 普
遍級
1.CST: 心靈感應 2.CST: 通靈術
175.94
我們的現實是虛擬的嗎? : 為什麼演
化不讓我們看到事實真相 / 唐納德.
霍夫曼(Donald Hoffman)作 ; 蔡承志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際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4-5-4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認知心理學 2.CST: 視覺
3.CST: 哲學 176.3
情緒操控 : 打破病態人格施加的煤
氣燈效應,從欺騙、貶低、洗腦的有
毒關係中逃離,找回自我並重建正常
關係的療癒七步驟 / 黛博拉.維納爾
著 ; 吳煒聲譯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7-10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認知心理學 2.CST: 人格障礙
症 3.CST: 情緒管理 176.3
最高專注力 : 讓頭腦清晰一整天的
45 項神級高效技巧 / 鈴木祐著 ; 張翡
臻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(Mindmap ; 235) .-- ISBN 978-957-658738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注意力 2.CST: 成功法
176.32
鬼才思考術 : 4000 萬人都崇拜的日
本最強無用發明家,腦洞大開的 71 個
練習 / 藤原麻里菜作 ; 林詠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idealife ;
34) .-- ISBN 978-986-136-611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思考 2.CST: 創造性思考
176.4
創造點子的科學 : 結合腦科學與心
理學,將靈光一閃的腦中迷霧,化為具
說 服 力 的 好 企 畫 ! / Pawpaw
Poroduction 著 ; 黃姿瑋譯 .-- 初版 .--

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知的! ; 191) .-ISBN 978-626-320-052-4 ( 平 裝 )
NT$370 普遍級
1.CST: 創造力 2.CST: 創造性思考
176.4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403-0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傾聽 2.CST: 溝通技巧 3.CST:
人際關係 177.1

我的情緒遊戲書 : 和自己的情緒做
好朋友 / 呂俐安, 陳質采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信 誼 基 金 出 版 社 ,
11012 .-- 1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61-671-1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情緒管理 2.CST: 親職教育
3.CST: 兒童遊戲 176.52

YQ : 21 世紀創造成就的重要籌碼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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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(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; 29) .-- ISBN 978986-06449-5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靈修 177.2

和自己在一起 : 後疫情時代的孤獨 /
黃嘉慈, 黃苡安, 李碧姿, 鄭碧君採訪
撰文 ; 葉雅馨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董氏基金會<<大家健康>>雜
誌, 11012 .-- 1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750-8-3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孤獨感 2.CST: 生活指導
176.52

女人四十,該捨棄與該開始的 : 擁抱
妳的隨心所欲,今天也要問候自己過
得好不好 / 鄭教暎著 ; 簡郁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大好時光 ; 53) .-- ISBN 978-626-708902-6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生活指導
3.CST: 女性 177.2

玩遊戲 解情緒 : 探觸孩子的內心世
界 / 陳質采, 呂俐安合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信誼基金出版社, 11012 .-84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61-670-4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情緒管理 2.CST: 親職教育
3.CST: 兒童心理學 176.52

出口 : 為你開啟改變人生的財富之
門! / 宋希昌作 ; 方吉君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社出版 : 臺灣
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56-8-5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財富 177.2

今年我想這樣生活 / 布萊恩.E.羅賓
森(Bryan E. Robinson)著 ; 李芳齡譯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星出版,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
19 公分 .-- (生活哲學 ; LP006) .-- ISBN
978-986-06103-6-9 (平裝) NT$430 普
遍級
1.CST: 抗壓 2.CST: 生活指導 3.CST:
成功法 176.54

可以獨處,也可以親密 : 重塑情感關
係的十堂課 / 黃慧娟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176 面; 21 公分 .-- (熟年優雅學院 ;
15) .-- ISBN 978-986-336-421-4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自我肯定
177.2

NLP 來自潛意識的語言力量 : 掌握主
導權的 14 種說話模式 / 雪兒.羅斯.夏
爾凡(Shelle Rose Charvet)著 ; 高子梅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
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101 .-- 36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5-17-6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溝通 2.CST: 人際傳播 3.CST:
組織傳播 4.CST: 神經語言學 177.1
傾聽的力量 : 神奇的認可傾聽法則,
讓人信任讚嘆「你都懂!」創造圓滿
的關係,化解心結 / 麥可.索倫森
(Michael S. Sorensen)著 ; 朱詩迪譯 .--

你缺乏的不是機遇,而是自知之明 :
PMA 學說、卡內基課程......一本書
讓你改變自我,打造積極人生 / 李樹
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2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992-3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177.2
努力要有底線,不拚才會贏 : 「對的
放棄」徹底擺脫壓力與煩惱,學會轉
彎「設立停損點」,走出不一樣的成
功人生 / 午堂登紀雄著 ; 陳畊利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10

- ISBN 978-986-5480-70-7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177.2
我也曾想過,殺了過去的自己 : 做自
己,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 / Peter Su
著 .-- 臺北市 : 是日創意文化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61-0-6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自我肯定
177.2
逆向工程,你我都能變優秀的祕訣 :
全球頂尖創新者、運動員、藝術家
共同實證 / 朗恩.傅利曼(Ron Friedman)
作 ; 陳信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
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54
面; 21 公分 .-- (生涯智庫 ; 200) .-ISBN 978-986-175-658-5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創造力 3.CST:
逆向工程 177.2
強者找方法,失敗者製造問題 : 昨天
是過期的支票,明天是尚未兌現的本
票,只有今天是可以流通的現金 / 林
庭峰, 吳學剛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334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14-7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成功法 177.2
設計幸福 : 經濟學 x 心理學 x 行為科
學,實現理想人生的務實思維 / 保羅.
多倫(Paul Dolan)作 ; 曾婉琳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(Wide 系列 ; 5) .-- ISBN 978-626-701434-9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幸福 2.CST: 自我實現 3.CST:
生活指導 177.2
這世界很好, 但你也不差 / 萬特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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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6-25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生活指導
177.2
這樣的你,沒有給人添麻煩 : 清理內
心不必要的羞恥感,擁抱完整的自己
= Say hello to your shame / 伊麗絲.桑
德(Ilse Sand)著 ; 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

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
野系列 ; 90) .-- ISBN 978-986-507-672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肯定 2.CST: 自我實現
177.2
猶太人這樣想、這樣做 : 200 則讓全
世界買單的成功術 / 史威加.貝爾格
曼(Zvika Bergman)著 ; 范曉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421-4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理財 3.CST: 財
富 177.2
週末改造計畫 : 讓身心關機 2 天,打
造快樂的 365 天 / 卡特里娜.翁斯塔
(Katrina Onstad)著 ; 胡琦君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9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74-7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時間管理
3.CST: 工時 177.2
愛自己,別無選擇 : 每天練習跟自己
好好在一起 / 喬宜思(Joyce Huang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91) .-- ISBN 978986-507-709-9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肯定 2.CST: 修身 177.2
像冠軍一樣思考 : 運動心理學大師
的 20 個思維訓練,成功從心態開始 /
比爾.貝斯維克(Bill Beswick)著 ; 葛窈
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102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07-0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肯定 2.CST: 自我實現
3.CST: 生活指導 177.2
練習失敗,錯誤的完美示範 : 成功不
用等投胎,先改掉這些壞習慣 / 王郁
陽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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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16985-5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177.2
關鍵突破 / 吳靜思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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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8-116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生活指導
177.2
覺醒日記 / 小新心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樹人出版, 11102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2-1-1 (精裝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自我實現
177.2
人生卡關?專家教你怎麼開外掛! / 植
木理惠著 ; 孫曉君, 林倩伃翻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84-5-2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人際關係 2.CST: 應用心理學
177.3
吉本芭娜娜解答交朋友的煩惱 / 吉
本芭娜娜著 ; 劉子倩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19 公分 .-- (藍
小說 ; 844) .-- ISBN 978-957-13-9861-7
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人際關係 2.CST: 社交技巧
177.3
你不必成為一個好人 : 從令人疲憊
的人際關係中釋放自己 / 劉珍明著 ;
曾晏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00-9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人際關係 2.CST: 溝通技巧
3.CST: 生活指導 177.3
談判致富 : 談判教父最強勝經,全方
位提升你的說服力與財富創造力 /
麥可.雅德尼(Michael Yardney)著 ; 楊
馥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9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20-7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談判 2.CST: 談判策略 177.4
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/ 羅伯.狄保德
(Robert de Board)著 ; 張美惠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(Mind
map ; 234) .-- ISBN 978-957-658-739-9
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諮商 2.CST: 心理治療
3.CST: 通俗作品 178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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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發生過什麼事 / 歐普拉.溫芙蕾
(Oprah Winfrey), 布魯斯.D.佩里(Bruce
D. Perry)著 ; 康學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0-195-4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創傷後症候群 2.CST: 心理創
傷 3.CST: 心理治療 178.8
情緒取向治療全解析 : EFT 如何療癒
個人、伴侶與家庭 / 蘇珊.強森(Sue
Johnson)著 ; 劉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(教育輔導
系列 ; N158) .-- ISBN 978-957-693-9648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家族治療 2.CST: 婚姻治療法
3.CST: 心理治療 178.8
透視心靈原型卡 / 張義平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8-02-4 (平裝) NT$480 普
遍級
1.CST: 心理療法 2.CST: 心理諮商
178.8
實用藥癮團體治療八堂課 : 理論與
實務 = Group treatment for substance
abuse theory and practice / 秦文鎮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5-15-3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CST: 藥物濫用 2.CST: 成癮 3.CST:
心理治療 178.8

美學
作自己才是最好的名牌 : Judy 朱的生
活美學 = What may Judy Chu inspire
you? / Judy 朱馥瑜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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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87-2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時尚 2.CST: 生活美學 180
美學散步 / 宗白華著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356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家講
堂) .-- ISBN 978-626-317-499-3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美學 2.CST: 文集 180.7

倫理學
生命的答案水知道 : 全球暢銷五百
萬冊,揭開心念的強大力量 / 江本勝
著 ; 長安靜美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
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84 面;
21 公分 .-- (Happy image ; 15) .-- ISBN
978-986-136-613-5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宇宙 3.CST:
波動 191
人生 4 千個禮拜 : 時間不是用來掌控
的,直面「生命的有限」,打造游刃有
餘的時間運用觀 / 奧利佛.柏克曼
(Oliver Burkeman)著 ; 許恬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0 公分 .-(smile ; 178) .-- ISBN 978-986-0777-85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時間管理
191.9
人生的追尋 / 克里希那穆提
(J.Krishnamurti)著 ; 蔡孟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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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5-06-6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人際關係 2.CST: 自我實現
191.9
大人的國文課 : 希望當年老師有教
我的事,關於際遇、選擇、傷痛,無論
順逆都能擁有從容優雅的人生 / 羊
咩老師(楊明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401-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中國文學
191.9
心與術的奧義 : 貓之妙術,天狗藝術
論,二則日本古寓言,闡述習藝與制敵
致勝心法 / 佚齋樗山著 ; 陳岳夫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07-8-4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寓言 3.CST:
日本 191.9
你缺的不是努力,而是反骨的勇氣! /
馬克太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
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皇冠文化出

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(iCON ; 59) .-- ISBN 978-62695338-4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自我實現
191.9
拔一根頭髮,在幻想的森林中漫步 :
101 個哲學的日常體驗 / 羅傑-坡爾.
德瓦(Roger-Pol Droit)著 ; 胡引玉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From ; 13) .-- ISBN 978-986-0777-840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191.9
明心煉性 : 我心深處妙智慧 / 劉恩廷
講述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大安修
德學會出版 : 華德博英文教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3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69-1-0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修身 191.9
科學人生觀 / 胡適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
市]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3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4-1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191.9
哲學人生問答 / 岸見一郎著 ; 蔡易伶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有限
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發
行 , 11102 .-- 208 面 ; 21 公 分 .-(Y!Torch ; 17) .-- ISBN 978-626-950162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生活指導
191.9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319-1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修身 2.CST: 生活指導 192.1
我們都是星族人 0 / 王謹菱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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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眾生 ; JP0189) .-- ISBN 978-62695219-8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靈修 192.1
奇蹟課程釋義 :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.
第五冊(121-133 課) / 肯尼斯.霍布尼
克(Kenneth Wapnick)著 ; 若水譯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奇蹟課程有限公司奇
蹟資訊中心, 11101 .-- 289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554-9-5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靈修 192.1
逆流而上 : 人生勵志五部曲 / 王薀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善聞文化創意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874-9-3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修身 2.CST: 人生哲學 3.CST:
生活指導 192.1
與神同心 : 王季慶的最後八堂課 / 王
季慶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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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15-1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靈修 2.CST: 生活指導 192.1

塔木德經典故事集 / 比雅久和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103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1-20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猶太民族
191.9

賽斯讓你成為命運的創造者 / 王季
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(王季慶作品 ; 2) .-- ISBN 978986-0707-47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靈修 2.CST: 生活指導 192.1

*大愛手 = Healing hands of universal
love / 周瑞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和
氣大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(大愛首經典系列 ;
1) .-- ISBN 978-626-95067-3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靈修 192.1

比成績單更重要的事!讓孩子內心強
大的 50 句話 / 工藤勇一著 ; 劉姍珊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1-337-1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修身 2.CST: 兒童教育
192.11

心態的力量 : 微笑是一種態度,生活
是一種選擇 / 何權峰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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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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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孩子的感恩日記 / 林凡維 Jessie Lin
Brown 作 ; 林詠歡 Calin Joy Brown 插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智庫雲端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16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
978-986-06584-4-6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修身 2.CST: 兒童 3.CST: 親職
教育 192.11

11012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967-4-3 (平裝) NT$270 普遍級
1.CST: 宗教自由 2.CST: 稅務行政救
濟 3.CST: 新聞報導 201

這樣說話,你會吃虧 / 谷厚志著 ; 賴詩
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Think ; 232) .-- ISBN 978-626-7041-918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人際傳播 2.CST: 溝通技巧
3.CST: 說話藝術 192.32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 : 南斗北斗三官
真經合本 / 楊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POD 版 .-ISBN 978-986-5600-53-2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08

塔木德格言大全集 / 林郁主編 .-- 初
版 .-- [ 新 北 市 ]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1-19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格言 192.8
閩南-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. 三 : 明心
寶 鑑 =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
document series. III : Espejo Rico del
Claro Corazón-Beng Sim Po Cam / Fabio
Yuchung Lee(李毓中), 陳宗仁, José
Luis Caño Ortigosa, 石文誠, Regalado T.
José 主編 .-- 初版 .-- [新竹市] : 國立
清華大學出版社 ; [臺南市] : 國立臺
灣歷史博物館, 11012 .-- 33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116-97-1 (精裝)
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勸善書 2.CST: 古籍 3.CST: 文
獻 192.91
工程倫理 / 張一岑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48-9 (平裝) NT$430 普遍級
1.CST: 工程 2.CST: 專業倫理
198.44
企 業 倫 理 : 經 營 基 石 = Business
ethical : operation foundation / 鄭紹成
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9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48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商業倫理 198.49

宗教類
總論
通往宗教自由與人權的道路 : 台灣
太極門案 : 寒冬雜誌文選集 / 寒冬雜
誌作者群作 ; 李曉葳等合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正大出版社有限公司,

宗教學
疫情下的線上靈性、宗教傳播研究 :
社群參與、資訊尋求及知識分享 /
牛隆光著 .-- 臺北市 : 唐山出版社出
版 :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
行, 1110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07-204-1 (平裝) NT$290 普
遍級
1.CST: 宗教社會學 2.CST: 宗教傳播
3.CST: 文集 210.1507
惡魔地圖 : 一場有關天堂、地獄,以
及多樣貌的身後世界探索 / 愛德華.
布魯克希欽(Edward Brooke-Hitching)
作 ; 吳盈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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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9-69-2 (精裝) NT$780 普遍級
1.CST: 死亡 2.CST: 地獄 3.CST: 靈界
215.7

佛教
智慧之父與叛逆之子 : 佛與禪 / 金木
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4 面;
23 公分 .-- (文化思潮 ; 206) .-- ISBN
978-957-13-9867-9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佛教 2.CST: 禪宗 220
十方如意 : 星雲大師十方行誼與我
卅載佛光緣 / 陸炳文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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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人
與土地 ; 38) .-- ISBN 978-957-13-9819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釋星雲 2.CST: 佛教 3.CST: 佛
教事業 220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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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成訊息 / 財團法人台中市今成文
教基金會編輯 .-- 臺中市 : 今成出版
社, 1101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6799-8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 2.CST: 文集 220.7
佛說阿彌陀經要釋 / 斌宗老法師著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
市大乘基金會, 11012 .-- 3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26-1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方等部 221.34
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(彩色漫畫) .-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佛漫系
列 ; A7-02016) .-- ISBN 978-626-954610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方等部 2.CST: 漫畫 221.34
淨土指歸 / 普行法師著 .-- 1 版 .-- 新
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17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219) .- ISBN 978-986-0799-85-9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方等部 221.34
金剛經探微述要 / 普行法師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06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214) .-- ISBN 978-986-0799-81-1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般若部 221.44
光師父說心經 : 從此岸到彼岸 / 慧光
法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維摩舍文
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6-4-1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般若部 221.45
光師父說心經 : 清淨的信心 / 慧光法
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維摩舍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6-5-8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般若部 221.45
貢噶呼圖克圖心經講演錄(附:般若
多羅蜜多心經、般若心經驅魔除障
法) / 西康貢噶呼圖克圖講授 ; 慈威
上師記錄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, 11012 .-- 68 面;
30 公分 .-- (大乘叢書 ; D-311) .-- ISBN
978-626-95526-0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般若部 221.45
法華經易解 / 普行法師著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68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
215) .-- ISBN 978-986-0799-82-8 (平裝)
NT$900 普遍級
1.CST: 法華部 221.51
靜思法髓妙蓮華 : 譬喻品第三 / 釋證
嚴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
志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(靜思法脈叢書. 佛教經典) .-- ISBN
978-626-95624-1-1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2800 普遍級
1.CST: 法華部 221.51
楞伽經今文譯註 / 普行法師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012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203) .-- ISBN 978-986-0799-83-5
(平裝) NT$660 普遍級
1.CST: 經集部 221.751
圓覺經講義 / 圓瑛法師講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
基金會, 11011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(大乘叢書 ; B-193) .-- ISBN 978-98606094-9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經集部 221.782
念佛心要 : <<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
章>>歷代註解 / 林中華編譯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林中華, 11101 .-- 5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65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密教部 221.94
成唯識論 / (唐)玄奘菩薩造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8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61-7-2 (精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瑜伽部 222.13
成唯識論研習 / 普行法師著 .-- 1 版 .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80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217) .-- ISBN 978-986-0799-84-2
(平裝) NT$1080 普遍級
1.CST: 瑜伽部 222.13
<<大乘起信論直解>>校注 / 憨山大
師著 ; 蔡金昌校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法鼓文化, 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598-942-2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大乘論 2.CST: 注釋 222.14
優婆夷戒說戒儀軌 / 惟俊比丘尼彙
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魚池鄉 : 財團法
人南林尼僧佛教基金會附設南林出
版社, 11012 .-- 5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12-3-1 (平裝) 普遍級

1.CST: 律藏

223.1

優婆夷戒說戒儀軌 : 僧中淨人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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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6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12-4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律藏 223.1
果清三藏法師開示 / 果清律師開示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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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12-7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戒律 2.CST: 律藏 223.11
梵網經菩薩戒講記 / 性德律師宣講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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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24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12-9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律藏 223.11
八關齋戒授戒儀軌 / 惟俊比丘尼彙
編 ; 廣化律師編訂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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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60 面;
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6-0-5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 2.CST: 傳戒 224.11
慈悲地藏寶懺 .-- 修訂一版 .-- 新北
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61-3-8 (25K 平裝) NT$80 普遍級
1.CST: 懺悔 2.CST: 佛教儀注 224.4
解惑 : 證嚴法師答客問. 三, 人生智慧
與修養篇 / 釋證嚴講述 ; 靜思僧團輯
錄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志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24 面; 21 公
分 .-- (解惑十書) .-- ISBN 978-62695624-0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說法 2.CST: 佛教教化法
225.4
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傳戒
225.71
戒律勸學彙編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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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12-1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戒律
225.71
戒律勸學彙編 : 下三眾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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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12-2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戒律
225.71
如何無憂無懼過生活 / 達摩難陀法
師著 ; 林淑丹, 廖舜茹譯 .-- 新北市 :
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(至善妙果系列 ; C102020) .-- ISBN 978-626-95461-1-4 (平
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生活指導
225.87
大乘止觀法門啟蒙 / 普行法師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218) .-- ISBN 978-986-0799-86-6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天臺宗 226.42
業思想概說 : 業報因果與地獄見聞 /
慧淨法師, 佛可法師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淨土宗出版社, 11101 .-- 496
面; 21 公分 .-- (淨土宗叢書 ; 22) .-ISBN 978-986-5888-50-3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淨土宗 2.CST: 佛教說法
226.55

生生涅槃 / 胡軍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法鼓文化, 11102 .-- 132 面; 18X18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41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涅槃 225.7

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/ 聖嚴法師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103 .-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943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65

<<五戒表解講要>>講解 / 大修律師
宣講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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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73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12-8-6 (平裝) 普遍
級

龍潭探驪珠 / 果如法師著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, 11101 .-272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509-0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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禪門第一課 / 聖嚴法師著 ; 薛慧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1110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大字版 .-ISBN 978-957-598-940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說法 3.CST:
佛教修持 226.65
達摩祖師 : 漢傳禪宗初祖 / 李明書編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傳播人文
志業基金會, 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(高僧傳) .-- ISBN 978-986-062575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菩提達摩 2.CST: 禪宗 3.CST:
佛教傳記 226.69
與救世主同在 : 來自宇宙存在雅伊
多隆的訊息 = With Savior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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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515-5-2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新興宗教 2.CST: 靈修 226.8
密教圖印集 : 密教解手印大圖解 / 和
裕文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和裕
出版社, 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法藏叢書 ; C136) .-- ISBN 978-98606942-2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密宗 2.CST: 佛教儀注
226.9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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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344
面; 23 公分 .-- 漢藏對照 .-- ISBN 978986-06682-8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藏傳佛教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965
曼荼羅供養 略說曼荼羅供養法 妙欲
雲煙供簡軌合集 / 色麥欽則.釋迦比
丘.聖阿旺索巴嘉措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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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5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16-1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藏傳佛教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965
煉心八句 : 朗日塘巴的煉心教法.噶
瑪巴的傳承心法 / 格西朗日塘巴根
本頌 ; 第 17 世噶瑪巴.鄔金欽列多傑
講述.根本頌中譯 ; 妙言英譯中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法源文化有限公司出
版 : 中華創古文化協會發行, 11101 .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853-6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藏傳佛教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965
馬爾巴大譯師傳記 / 堪布噶瑪旺秋
編纂 ; 尼師給維那炯中文翻譯 .-- 新
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
11101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626-95461-2-1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馬爾巴 2.CST: 佛教傳記
3.CST: 藏傳佛教 226.96639
宗喀巴大師密傳 / 克主傑.善妙吉祥
賢大師作 ; 願語編譯中心譯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,
1110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09-1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宗喀巴 2.CST: 藏傳佛教
3.CST: 佛教傳記 226.969
竹溪梵唱六甲子 : 竹溪禪寺文物特
展圖錄 / 范勝雄, 曾國棟, 林朝成, 李
德河, 薛建蓉, 黃建龍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,
11012 .-- 3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1701-6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竹溪禪寺 2.CST: 臺南市
227.33/127
佛陀 : 一個覺醒的人 / 凱倫.阿姆斯壯
(Karen Armstrong)著 ; 林宏濤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
基地發行, 11102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45-16-9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釋迦牟尼(Gautama Buddha,
560-480 B.C.) 2.CST: 佛教傳記
229.1
釋門千里駒 : 玄奘大師 / 度魯編繪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漫
畫叢書 ; 88052) .-- ISBN 978-957-457611-1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(唐)釋玄奘 2.CST: 佛教傳記
3.CST: 漫畫 229.34
濟顛禪師大傳 / 蕭天石, 釋廣定, 鄭燦
審訂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220) .-- ISBN 978-9860799-87-3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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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濟顛禪師 2.CST: 佛教傳記
229.352
一位思想教育家 : 師門三十五年 / 智
開居士(呂宗凌)口述 ; 人乘佛教書籍
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, 11012 .- 72 面; 21 公分 .-- (口述歷史) .-- ISBN
978-986-5705-53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陳明安 2.CST: 佛教傳記
229.63

道教
四十二品因果錄 / 宏道文化編輯部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宏道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經典傳奇 ; 6) .-- ISBN 978-9867232-90-8 (平裝) NT$120 普遍級
1.CST: 道教信仰錄 235.8

基督教
欲望經濟學 :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,基
督徒應該懂的事 / 丹尼爾.貝爾二世
(Daniel M. Bell Jr.)作 ; 鄭淳怡譯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校 園 書 房 出 版 社 ,
111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8-916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經濟學 3.CST:
資本主義 4.CST: 欲望 240.1655
永為司祭傳鐸音 : 晉鐸四十紀念文
集 / 賴効忠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聞
道出版社, 11012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359-3-4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賴効忠 2.CST: 天主教 3.CST:
文集 240.7
<<天主實義>>漢意英三語對觀 / 利
瑪竇著 ; 梅謙立漢注 ; 孫旭義, 奧覓
德, 格萊博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冊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八編 ;
第 12-1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019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702-6 (中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703-3 (下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天主實義 2.CST: 天主教
3.CST: 神學 240.8
17-18 世紀初在華耶穌會士的漢字收
編 : 以馬若瑟<<六書實義>>為例 / 王

澤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基
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八編 ; 第 3-4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693-7 (下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692-0 (上
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六書 2.CST: 漢語文字學
3.CST: 漢學研究 240.8
众灵的雅歌 : 基督宗教音乐研究文
集 / 孙晨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6
面; 26 公分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
八編 ; 第 9 冊) .-- 正體題名:眾靈的雅
歌: 基督宗教音樂研究文集 .-- ISBN
978-986-518-698-2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宗教音樂 2.CST: 基督教
3.CST: 文集 240.8
历史与逻辑 : 逻辑历史学引论(修订
本) / 查常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103 .-冊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八編 ;
第 1-2 冊) .-- 正體題名:歷史與邏輯:
邏 輯 歷史 學 引 論 .-- ISBN 978-986518-691-3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690-6 (上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宗教哲學 2.CST: 邏輯 240.8
改变与认同 : 瑞华浸信会与山东地
方社会 / 陈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168 面; 26 公分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
叢書. 八編 ; 第 8 冊) .-- 正體題名:改
變與認同:瑞華浸信會與山東地方社
會 .-- ISBN 978-986-518-697-5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瑞華浸信會 2.CST: 基督教
3.CST: 教會 4.CST: 個案研究 240.8
沙勿略 : 天主教东传与东西方文化
交流 / 刘海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冊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八編 ;
第 5 冊) .-- 正體題名:沙勿略: 天主教
東傳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.-- ISBN 978986-518-694-4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沙勿略(Xavier, St. Francis,
1506-1552) 2.CST: 天主教 3.CST: 傳
教史 240.8
明清民初基督教高等教育空间叙事
研究 : 中国教会大学遗存考. 第一卷
/ 刘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八編 ; 第 1516 冊) .-- 正體題名:明清民初基督教

高等教育空間敘事研究: 中國教會大
學遺存考. 第一卷 .-- ISBN 978-986518-704-0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705-7 (下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教會學校
3.CST: 歷史 4.CST: 中國 240.8
冠西东来 : 咸同之际丁韪良在华活
动研究 / 郑媛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56 面; 26 公分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
叢書. 八編 ; 第 6 冊) .-- 正體題名:冠
西東來: 咸同之際丁韙良在華活動研
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695-1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傳教史 240.8
基督教慈善与资源动员 : 以一个城
市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/ 刘影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(基
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八編 ; 第 7 冊) .-正體題名:基督教慈善與資源動員:
以一個 城市教 會為 中心的 考察 .-ISBN 978-986-518-696-8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教會 3.CST: 公
益事業 240.8
默默存想,与神同游 : 基督教艺术研
究论文集 / 曲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冊 .-- (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. 八編 ;
第 10-11 冊) .-- 正體題名:默默存想,
與神同游: 基督教藝術研究論文集 .-ISBN 978-986-518-699-9 (上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700-2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宗教藝術 2.CST: 基督教
3.CST: 文集 240.8
兒童的聖經故事 / 凱文.德揚(Kevin
DeYoung)著 ; 東.克拉克(Don Clark)
繪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5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57-3 (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1.CST: 聖經故事 241
聖經植物與新婦飲食 / 鍾雪麗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1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77-6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聖經 2.CST: 植物 241
聖典「舊約經卷」縱覽 / 漆立平, 漆
哈拿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永望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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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577-4-6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06577-5-3 (下冊: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舊約 2.CST: 聖經研究 241.1
五祭要義 : 舊約獻祭背後的屬靈意
義 = The essence of the five offerings /
陳恆道主講 ; 謝宗豪, 黃逸杉編寫 .-再版 .-- 臺中市 :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(研經類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066444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利未記 2.CST: 研究考訂
241.213
尼大人出巡 : 女院長與波斯省長的
對話 / 蔡麗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神出版社出版 : 華宣出版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(實踐神學系列 ; 90) .-- ISBN 978-9866355-77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尼希米記 2.CST: 聖經研究
241.293
以西结书一瞥 : 神荣耀的异象 = A
glimpse into the book of Ezekiel : the
vision of the glory of God / 陈希曾著 .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活 道 出 版 社 ,
11012 .-- 290 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以 西 結 書 一 瞥 : 神 榮 耀 的 異 象 .-ISBN 978-986-06086-2-5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以西結書 2.CST: 注釋
241.44
以西结眼中的圣殿 : 教会建造的蓝
图 = The temple of Ezekiel's sight : the
blueprint for building up His church / 陈
希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活道出版
社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
題名:以西結眼中的聖殿: 教會建造
的藍圖 .-- ISBN 978-986-06086-4-9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以西結書 2.CST: 注釋 3.CST:
教會 241.44
以西結書一瞥 : 神榮耀的異象 = A
glimpse into the book of Ezekiel : the
vision of the glory of God / 陳希曾著 .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活 道 出 版 社 ,
11012 .-- 29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86-1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以西結書 2.CST: 注釋
241.44

以西結眼中的聖殿 : 教會建造的藍
圖 = The temple of Ezekiel's sight : the
blueprint for building up His church / 陳
希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活道出版
社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86-3-2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以西結書 2.CST: 注釋 3.CST:
教會 241.44
跟著路加學默觀福音 : 親近耶穌的
祈禱 / 艾瑞克.傑生(Eric Jensen)著 ; 范
姜素杏修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
啟文化事業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9-6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主禱文 2.CST: 祈禱 3.CST: 靈
修 241.692
教牧書信 : 與區永亮牧師一起讀提
摩太前後書、提多書 / 區永亮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
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臺北靈糧
堂出版 : 台北靈糧堂事業處發行,
11012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9-55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提摩太前後書 2.CST: 提多書
3.CST: 聖經研究 241.78
家庭神學 : 獨身、婚姻和家庭的神
學 反思 =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
singleness, marriage, and the family / 黃
國維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
出版社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908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神學 2.CST: 基督徒 3.CST: 婚
姻 4.CST: 家庭關係 242
*基督信仰入門 / 周聯華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周聯華牧師紀念
基金會, 11101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263-9-2 ( 平 裝 )
NT$220 普遍級
1.CST: 神學 2.CST: 基督教 3.CST: 信
仰 242
末日號角聲 / 王長瑞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真哪噠出版社, 11102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Evolution ; 6) .-- ISBN 978626-95388-0-5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世界末日 2.CST: 預言 242.6
錫安的爭辯與雅各遭難的日子 : 猶
太百姓最終的苦難與救贖 / 道爾敦.
湯瑪士(Dalton Thomas)原著 ; 台灣利
未支派事奉中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社團法人台灣利未支派事奉協

會, 11101 .-- 3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32-1-2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末世論 3.CST:
猶太復國主義 242.6
南瀛聞道 / 房驊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聞道出版社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59-4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聖詩 244.4
我的人生施工中 : 跨界工地的信仰
反思 / 毛樂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校園書房出版社, 11103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17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信仰 2.CST: 基督徒 244.9
恩典人生路 : 林怜利的八十感恩記
事 / 林怜利, 金明瑋著 .-- 臺北市 : 林
怜利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38-2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見證 3.CST: 信
仰 244.9
四年沒睡 : 我的頑強人生 / 許春穗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105-07-8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靈修 244.92
瓦器裡的寶貝 : 透過發展心理學的
艾瑞克森、薩提爾家族治療,以及阿
德勒個體心理學專業詮釋,引導內在
的自我探索和自我照顧。 / 翁真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學文化出
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書
房 Study ; 13) .-- ISBN 978-986-994945-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信仰治療
3.CST: 自我實現 244.92
恩典依舊 : 上帝眼中的失智者 / 多蘿
西.林希康(Dorothy Linthicum), 珍妮絲.
希克斯(Janice Hicks)著 ; 游紫萍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瑞
智社會福利基金會, 11101 .-- 28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94-0-4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信仰治療
3.CST: 老年失智症 244.92
祢愛,故我在 / 劉群茂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新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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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92 面; 14X1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67-0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靈修 244.93
天國榮耀大揭祕 / 保囉.曼沃寧(Paul
Manwaring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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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76-6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靈修 3.CST: 崇
拜 244.93
*教父淺說 / 劉錦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喜樂隱修院出版 : 臺南市神樂
社會教育關懷學會發行, 11012 .-- 2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764-2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靈修 3.CST: 教
父哲學 244.93
*啟示性禱告內在醫治. 基礎 1A / 約
翰.桑德福(John Sandford), 寶拉.桑德
福(Paula Sandford)作 ; 林國仁, 劉代華
翻譯 .-- 修訂五版 .-- 桃園市 : 社團法
人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, 11101 .-- 200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6767-87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祈禱 3.CST: 信
仰治療 244.93
莫非心語靈修伴讀 365 : 在永恆中,讀
你 / 莫非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橄欖
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華宣出版有限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400 面; 19 公分 .- (當代文學系列 ; 20) .-- ISBN 978957-556-918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靈修 244.93
寬恕其實有方法 : 聆聽痛苦,以創意
應對欺凌 / 丹尼斯.林恩(Dennis Linn),
莎 依 拉 . 法 伯 肯 特 . 林 恩 (Sheila
Fabricant Linn), 瑪 竇 . 林 恩 (Matthew
Lin)合著 ; 左婉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光啟文化事業, 11102 .-- 1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7-2 (平
裝) NT$18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靈修 3.CST: 寬
恕 244.93
*神樂靈修與神學. 第二期 : 英國靈修
與神學 / 劉主恩等作 .-- 初版 .-- [臺南
市] : 喜樂隱修院出版 : 臺南市神樂
社會教育關懷學會發行, 11012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764-37 (平裝) 普遍級
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靈修 3.CST: 信
仰 4.CST: 文集 244.9307
在愛中爭戰 / 林少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天恩出版社, 11101 .-- 224 面;
19 公分 .-- (靈命成長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277-33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信仰 3.CST: 戀
愛 244.95
不能隔離的愛 / 以琳書房讀者群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
琳書房, 11012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福
音 叢 書 ; EM015) .-- ISBN 978-9579209-93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見證 3.CST: 文
集 244.9507
13 世紀英格蘭教會牧靈改革研究 /
楊韶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0 面;
23 公分 .-- (史學研究叢書. 歷史文化
叢刊 ; 602023) .-- ISBN 978-986-478560-5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教牧學 2.CST: 教會 3.CST: 英
國 245
基督教與生命關懷 / 戴東清著 .-- 臺
北市 : 致出版, 11012 .-- 1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-32-4 (平裝)
NT$24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教牧學 245.2
宣教案例研究 : 當宣教遇上信仰與
文化衝突時的抉擇 / 保羅.赫伯特
(Paul G. Hiebert), 法蘭西絲. 赫伯特
(Graces G. Hiebert)著 ; 黃建曄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神出版社出版 : 華
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(宣教系列 ; 18) .-- ISBN
978-986-6355-78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教牧學 2.CST: 信仰 3.CST: 文
化衝突 4.CST: 個案研究 245.6
閩南-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. 三 : 無極
天主正教真傳實錄 = Hokkien Spanish
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. III :
Rectificación y Mejora de Principios
Naturales / 李毓中, 陳宗仁, José Luis
Caño Ortigosa, 石 文 誠 , Regalado T.
José 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清
華大學出版社 ; [臺南市] : 國立臺灣
歷史博物館, 11012 .-- 175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116-96-4 (精裝)
NT$800 普遍級
1.CST: 天主教 2.CST: 傳教史 3.CST:
史料 4.CST: 亞洲 246.23

天使傳愛 : 天主教在台灣 = Angels of
love : Catholicism in Taiwan / 光華畫報
雜誌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華
畫報雜誌社, 11101 .-- 224 面; 28 公
分 .-- (光華畫報雜誌叢書 ; 36)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9188-57-9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天主教 2.CST: 歷史 3.CST: 人
物志 4.CST: 臺灣 246.233

上帝手中的墨水筆 : 解經王子摩根 /
張文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
房出版社, 11103 .-- 384 面; 22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98-918-1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摩根(Morgan, G. Campbell,
1863-1945) 2.CST: 基督教傳記
249.941

*宣教旅程 : 台灣教會增長之研究 :
小組門訓方法與策略 / 林榮東著 .-屏東縣枋寮鄉 : 林榮東, 11012 .-- 3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313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教會 2.CST: 教牧學 3.CST: 基
督教 4.CST: 臺灣 247

伊斯蘭教

為什麼有教會? : 三卷本教程第三卷 /
路易吉.朱撒尼(Luigi Giussani)作 ; 靖
保路(Giuseppe Jing)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
新北市 : 聯合發行股分有限公司發
行, 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4-97-6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教會 2.CST: 基督教 247

如果世界沒有伊斯蘭 : 面對地緣政
治新變局,來自美國中情局的戰略思
考 / 葛雷姆.富勒(Graham E. Fuller)著 ;
藍曉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廣場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+大陸
LOGO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936-1-4
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伊斯蘭教 2.CST: 歷史 3.CST:
東西方關係 258

其他宗教

新冠疫情對教會的挑戰與啟示 =
Challenges and messages of COVID-19
to the churches / 黃伯和主編 .-- 臺南
市 : 財團法人恩惠文教基金會,
11012 .-- 2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291-6-8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教會 3.CST: 信
仰 4.CST: 文集 247.07

出神入話 : 接地氣映人心的台灣民
間信仰 / 鄭接黃撰文 ; 安培淂(Alberto
Buzzola)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
典雜誌,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
基金會, 11012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34-8 ( 精 裝 )
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.CST: 臺灣 271.9

臺灣基督教史 / 林金水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(福建師範
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; 第七
輯) .-- ISBN 978-986-478-591-9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史 2.CST: 臺灣
248.33

宇宙天國. 首部曲, 神魔宇宙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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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35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45-2-5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71.9

韩鹤子自传 : 拭去人类的泪水 和平
之母 / 韩鹤子作 ;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
联合会翻译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言鼎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48 面;
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韓鶴子自傳: 拭
去人類的淚水 和平之母 .-- ISBN 978957-9191-60-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韓鶴子 2.CST: 自傳 3.CST: 韓
國 249.9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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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南極仙翁慈訓 / 一光禪師撰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社團法人台灣太和道
學協會, 11101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32-0-4 ( 經 摺 裝 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71.9
略述台灣太歲信仰之歷史沿革 / 蘇
原裕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12 .-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331-7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.CST: 臺灣 271.9

與神共舞 = Dance with God / 陳冠穎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生活道文化智
庫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2111-2-4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71.9
閩臺民間信仰源流 / 林國平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420 面; 23 公分 .-- (福
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;
第 七 輯 ) .-- ISBN 978-986-478-586-5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.CST: 文集 3.CST:
福建省 4.CST: 臺灣 271.907
保世安民 : 增修大龍峒保安宮志 / 莊
宏誼, 范純武, 廖武治, 謝貴文, 蕭進
銘撰修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保
安宮, 11012 .-- 5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250-9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寺廟 2.CST: 民間信仰 3.CST:
臺北市 272.097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34-0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.CST: 文集 3.CST:
屏東縣 272.2807
*2021 回首進香路 : 媽祖帶路潦溪二
00 一 = 20 years after : the journey led
by the Baishatun Mazu / 吳文翠主編 .-苗栗縣通霄鎮 : 白沙屯拱天宮管理
委員會, 11012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29590-4-6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媽祖 2.CST: 民間信仰 3.CST:
苗栗縣通霄鎮 272.71
問對了!神明才有辦法幫你 / 王崇禮,
柿子文化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
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96 面;
19 公分 .-- (Mystery ; 38) .-- ISBN 978986-5496-56-2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
NT$399 普遍級
1.CST: 祠祀 2.CST: 祭禮 3.CST: 民間
信仰 272.92

福興鄉宮廟文化巡禮 / 洪振淞, 陳益
昌, 梁奕輝, 林淑銀, 粘文交, 陳秀玲,
鄧厚根, 葉宸郝, 洪石原編輯委員 .-初版 .-- 彰化縣福興鄉 : 彰化縣福興
鄉公所, 11012 .-- 153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3-44-0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寺廟 2.CST: 民間信仰 3.CST:
彰化縣福興鄉 272.097

八卦無極限!希臘神話事件簿 / 河島
思朗監修 ; 陳姵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2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085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希臘神話 284.95

臺灣廟會慶典老照片 / 楊士賢導讀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00-54-9 (精裝) NT$2500 普
遍級
1.CST: 廟會 2.CST: 民俗活動 3.CST:
照片集 4.CST: 臺灣 272.097

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/ 朴始連著 ; 崔優
彬繪 ; 樊姍姍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6 面; 25
公分 .-- (漫畫神話故事) .-- ISBN 978957-658-742-9 (第 16 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希臘神話 2.CST: 羅馬神話
3.CST: 漫畫 284.95

解構臺灣三山國王信仰 / 陳中道生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長安光電科技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 (三山國王文史研究叢書系列 ; 2) .-ISBN 978-626-95627-0-1 ( 精 裝 )
NT$80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.CST: 寺廟 3.CST:
田野工作 4.CST: 臺灣 272.27

超好懂!希臘羅馬神話讀本 / 崔雪姬
著 ; 韓賢東繪 ; 樊姍姍譯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412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希臘神話 2.CST: 羅馬神話
284.95

東港東隆宮溫王爺信仰民俗學術論
壇論文專輯. 2020 第一屆 / 李豐楙, 謝
貴文, 周舜瑾, 沈琮勝, 林安樂, 林思
玲, 李茂榮, 陳淑華, 林志隆作 .-- 屏東
縣東港鎮 : 財團法人台灣省屏東縣
東港東隆宮, 11012 .-- 193 面; 30 公

術數；迷信

神話

占察木輪相法 : 學習筆記 / 演信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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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8-626-7056-94-3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占卜 292
媽媽的占星教養手冊 / 歐菲拉.艾達
特, 塔莉.艾達特作 ; 邱鈺萱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72-88-4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420 .-ISBN 978-986-5572-89-1 (下冊: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占星術 2.CST: 親職教育
3.CST: 育兒 292.22
倪端生命靈數全書 : 重新認識自我 X
開發內在天能 X 創造豐盛未來 / 倪
端 Ni Du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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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(Future ;
46) .-- ISBN 978-626-318-127-4 (平裝)
NT$580 普遍級
1.CST: 占卜 2.CST: 數字 292.9
天使回應占卜卡 / 羅賴.瓦倫坦
(Radleigh Valentine)著 ; 黃春華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12 面; 20 公分 .- (心靈塔羅 ; 63) .-- ISBN 978-62695318-2-0 (平裝) NT$1180 普遍級
1.CST: 占卜 292.96
雷諾曼預言全書 : 最適合華人學習
的雷諾曼占卜教學 = The prophecy of
Renoman / 謝巖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丹合文化, 11012 .-- 385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1-0-0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占卜 292.96
東方星理學. III, 雙星互聯篇 / 天乙上
人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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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5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3-76-1 (精
裝) NT$799 普遍級
1.CST: 紫微斗數 293.11
台灣曆書. 一一一 / 羅山雲總編輯 .-南投縣中寮鄉 :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
宮, 1101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49-0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擇日 293.4
*水浮蓮花西天廣安宮 : 金龍玲瓏穴
/ 蓬萊野鶴(王工文)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臺中市大安區保安西天廣安

宮管理委員會, 11012 .-- 16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2-0-8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堪輿 2.CST: 易占 294
大地魔法 / 史考特.康寧罕作 ; 林惠敏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00-0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巫術 2.CST: 咒語 295
魔法威卡 : 喚醒你內在的神聖魔法 /
菲利絲.庫羅特(Phyllis Curott)著 ; 周
莉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生命潛能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(心靈成長系列 ; 232) .-ISBN 978-626-95318-1-3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巫術 295
降筆.和瘟.抗疫 : 第八屆全國扶鸞觀
摩大會 / 黃瑞吉, 張家麟等作 .-- 初
版 .-- [臺北市] :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
出版 ; 屏東縣南州鄉 : 屏東南州溪州
代天府發行, 11012 .-- 2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43-4-0 (精裝)
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扶乩 2.CST: 民間信仰 296.2

自然科學類
總論
1 分鐘看地球 : 全球兒童瘋迷、5 億
人搶著看的 STEAM 科學動畫書 / 地
球 一 分 鐘 (Minuteearth) 作 ; 王 季 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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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28 面; 22 公
分 .-- (小野人 ; 44) .-- ISBN 978-986384-651-2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0
這個觀念該淘汰了 : 頂尖專家們認
為妨礙科學發展的理論 / 約翰.柏克
曼(John Brockman)編著 ; 章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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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464 面; 23 公
分 .-- (莫若以明書房 ; 9) .-- ISBN 978626-318-112-0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300
科學實驗王. 第二部 / Story a.文 ;
Hong Jong-Hyun 圖 ; 徐月珠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168 面; 25 公分 .-- (漫畫
科學先修班 ; 51-) .-- ISBN 978-957658-723-8 (第 1 冊:平裝) NT$320 普遍
級
1.CST: 科學實驗 2.CST: 漫畫 303.4
荒島食驗家. 2, 野薑花煮魚 / 王宇清
文 ; rabbit44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(故事++ ;
2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14-1186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實驗 2.CST: 通俗作品
303.4

WOW 原來是這樣 : 生活科學 /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;
譚婷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
學 教 育 有 限 公 司 , 11012 .-- 56 面 ;
22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39-88-7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8.9
WOW 原來是這樣 : 地球奧祕 /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;
江正一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
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6 面;
22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39-89-4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地球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
308.9

藏在氣球裡的科學 / 塞西樂.朱格拉,
傑克.吉夏爾作 ; 羅鴻.西蒙繪 ; 陳怡
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 面;
22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625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實驗 2.CST: 通俗作品
303.4

WOW 原來是這樣 : 宇宙探索 /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;
藍色夢境動漫工作室繪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,
11012 .-- 56 面; 22X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39-90-0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宇宙 2.CST: 通俗作品 308.9

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數理資
賦優異班專題研究專輯. 第二十八輯
/ 吳治愷, 廖培凱, 吳佩蓉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
級中學, 11101 .-- 669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2-75-3 (平裝附數位
影音光碟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文集 307

WOW 原來是這樣 : 身體密碼 /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;
張承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
學 教 育 有 限 公 司 , 11012 .-- 56 面 ;
22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39-91-7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人體學 2.CST: 通俗作品
308.9

*隱秘的秩序 : 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
密碼 / 李乃義著 .-- 臺北市 : 時英出
版社, 11101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2-7-7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1.CST: 科學 307

WOW 原來是這樣 : 科技解密 /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;
譚婷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
學 教 育 有 限 公 司 , 11012 .-- 56 面 ;
22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539-92-4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生活科技 2.CST: 通俗作品
308.9

衝破變異毒蠍陣 / 李國權作 ; 山頂工
作室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X 極限挑戰王) .-- ISBN
978-986-0761-26-9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漫畫 307.9
哆啦 A 夢科學大冒險. 3 : 觀察微物
小宇宙 /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; 肘岡
誠漫畫 ; 黃薇嬪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411-5 (平裝) NT$24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漫畫 307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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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W 原來是這樣 : 動物行為 /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;
廖篤誠, 藍色夢境動漫工作室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56 面; 22X21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39-94-8
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動物行為 2.CST: 通俗作品
308.9
WOW 原來是這樣 : 動物冷知識 / 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
著 ; 廖篤誠, 藍色夢境動漫工作室
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
育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6 面; 22X2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3993-1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動物 2.CST: 通俗作品 308.9

科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6384-43-1
(精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家 2.CST: 傳記 3.CST: 通
俗作品 309.9

WOW 原來是這樣 : 動物身體 /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;
廖篤誠, 藍色夢境動漫工作室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56 面; 22X21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39-95-5
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動物形態學 2.CST: 通俗作品
308.9

數學

WOW 原來是這樣 : 植物小祕密 / 小
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
著 ; 藍色夢境動漫工作室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56 面; 22X21 公分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39-96-2 (平
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植物 2.CST: 通俗作品 308.9
WOW 原來是這樣 : 植物生長 / 小牛
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;
藍色夢境動漫工作室繪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牛頓科 學教育有限公司,
11012 .-- 56 面; 22X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39-97-9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植物 2.CST: 通俗作品 308.9
潛入!天才科學家的實驗室. 3, 「物
質」是由什麼組成? : 居禮夫婦等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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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8-64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8.9
潛入!天才科學家的實驗室. 4, 世紀
發明誕生於此! : 比爾蓋茲等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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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8-65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8.9
改 變 人 類 歷 史 的 100 位 科 學 家 /
Andrea Mills, Stella Caldwell 作 ; 黃非
紅翻譯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明山書局,
11102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(DK 小百

「小學生的科學探索」系列. 數學篇
/ 琳 . 哈 金 斯 - 庫 柏 (Lynn HugginsCooper)著 ; 蕭秀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2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(商周教育
館 ; 50) .-- ISBN 978-626-318-121-2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10
數學變簡單 / 喬.福爾曼(Joe Fullman)
著 ; 迪亞哥.方克(Diego Funck)繪 ; 謝
明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96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33-3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運算 3.CST: 數學
遊戲 4.CST: 通俗作品 310
貓偵探的數學謎題. 4 : 沒有長、短針
的時鐘 / 楊嘉慧文 ; 鄭玉佩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6-223-2 ( 平 裝 )
NT$270 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漫畫 310
算術變厲害 / 喬.福爾曼(Joe Fullman)
著 ; 謝明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
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96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32-6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算術 3.CST: 運算
4.CST: 通俗作品 311.11
第一次學微積分就上手 / 林振義作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512-9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微積分 314.1
圖解微積分 / 黃義雄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466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微積分 314.1
基礎離散數學 / 黃中彥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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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804-0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離散數學 314.8
圓周率 : 潛藏在圓與球之中無限延
續的數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吳家
葳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 25
公分 .-- (少年伽利略 ; 19) .-- ISBN
978-986-461-272-7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1.CST: 圓周率 316
理解演算法 : Python 初學者的深度歷
險 / Bradford Tuckfield 著 ; 陳仁和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56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演算法 318.1
演算法 / 戴顯權著 .-- 四版 .-- [新北
市]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50-4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演算法 318.1
管理數學、Python 與 R : 數據分析的
必修課 / 何宗武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4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526-6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管理數學 2.CST: 電腦程式語
言 319
傻瓜學機率&統計 不懂公式也無妨 /
ヨビノリたくみ作 ; 許郁文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75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382-2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機率論 2.CST: 數理統計
3.CST: 通俗作品 319.1

電腦資訊科學
九成網站分析的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:
Google Analytics 4 與商戰分析的 101
個 Q&A / 吳政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傑析極佳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天地道 ;
1) .-- ISBN 978-626-95632-0-3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網路使用行為 2.CST: 資料探
勘 3.CST: 問題集 312.014

TANET 2021 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
NCS 2021 全國計算機會議論文集 /
林祝興, 楊朝棟, 林正基, 呂芳懌, 張
志宏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東海大
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48103-2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網際網路 2.CST: 資訊科學
3.CST: 通訊協定 4.CST: 文集
312.16507
50 則非知不可的數位科技概念 / 湯
姆.查特菲德(Tom Chatfield)著 ; 荷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64-1 (平裝)
NT$330 普遍級
1.CST: 全球資訊網 2.CST: 網際網路
3.CST: 數位科技 312.1695
Visual Studio Code 實用指南 : 學懂觀
念、技巧與 Extension 開發! / 韋恩(蔡
尚葳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12 面; 23 公
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ISBN 978-626-333-001-6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電腦程式設計 2.CST: 編輯器
312.2
Angular 全集中開發筆記 : 打造高靈
活度的網頁應用程式 / 黃俊壹(阿壹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) .-- ISBN
978-986-434-982-1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1.CST: 軟體研發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312.2
學會 Raspberry Pi 樹莓派 : 從不懂到
玩上手 : AIxIoT 全新再進化 / 陳會安
作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2-699-7 (平裝) NT$800 普
遍級
1.CST: 電腦程式設計 312.2
Google 御用網頁語言 : 使用 Angular
實戰 Web 物件導向開發 / 劉仕文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6-72-0 (平裝) NT$880 普
遍級
1.CST: 電腦程式語言 2.CST: 網頁設
計 3.CST: 電腦程式設計 312.3

C++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實務 : 輕鬆
掌握物件導向設計技巧的 16 堂課 /
吳燦銘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8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04-7 (平裝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C++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C
最新 C 程式語言教學範本 / 蔡明志
編著 .-- 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4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33-5 (平裝附
光碟片) NT$490 普遍級
1.CST: 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運算思維修習學堂 : 使用 C 語言的
10 堂入門程式課 / 吳燦銘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3-003-0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C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DEEP LEARNING 深 度 學 習 必 讀 :
Keras 大 神 帶 你 用 Python 實 作 /
François Chollet 作 ; 葉欣睿譯 .-- 第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50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2-701-7 (平裝) NT$1000 普
遍級
1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P97
Python 基礎與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/ 葉
建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49-8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P97
Python 與物聯網程式開發終極實戰
寶典 / Gary Smart 原著 ; 曾吉弘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64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CST:
物聯網 3.CST: 電腦程式設計
312.32P97
Python 幫 幫 忙 ! 做 你 自 己 的 Side
Project / Lee Vaughan 著 ; 張清徽, 張
思潔譯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2-700-0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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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P97
無師自通的 Python 語言程式設計 : 附
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(APCS)試題
解析 / 邏輯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461-0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90 普遍級
1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P97
運算思維修習學堂 : 使用 Python 的
10 堂入門程式課 / 吳燦銘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3-005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P97
快速學會 Access 資料庫管理 / 林佳
生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
1110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23-6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ACCESS(電腦程式) 2.CST: 關
聯式資料庫 3.CST: 資料庫管理系統
312.49A42
AutoCAD 工業製圖武功祕笈 / 魏廣
炯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102 .-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157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AutoCAD(電腦程式)
312.49A97
AutoCAD 工業製圖設計寶典 / 魏廣
炯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102 .-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503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AutoCAD(電腦程式)
312.49A97
快速學會 AutoCAD / 廖高德作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 11101 .-- 2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3-7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AutoCAD(電腦程式)
312.49A97
快速學會 AutoCAD 工業製圖 / 魏廣
炯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
11101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23-5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AutoCAD(電腦程式)
312.49A97
超實用!人資.行政.總務的辦公室
EXCEL 必備 50 招省時技(2016/2019)
/ 張雯燕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07-8 (平
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EXCEL(電腦程式) 2.CST: 文
書管理 312.49E9
BAP 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0 商務
專 業 應 用 能 力 國 際 認 證 Essentials
Level Office 大 師 通 關 寶 典 ( 三 合
一 :Documents 文 書 處 理 、
Spreadsheets 電 子 試 算 表 、
Presentations 商業簡報) / JYiC 認證研
究團隊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1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92-1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OFFICE 2010(電腦程式)
2.CST: 考試指南 312.49O4
SolidEdge 機械設計寶典 / 魏廣炯作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101 .- 7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501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Solid Edge(電腦程式) 2.CST:
電腦繪圖 312.49S675
SOLIDWORKS CAM 專業培訓教材 /
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.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 繁體中文版 .-- ISBN 978-986-43498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SolidWorks(電腦程式)
312.49S678
SOLIDWORKS CAM 標準培訓教材 /
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.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 繁體中文版 .-- ISBN 978-986-434983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SolidWorks(電腦程式)
312.49S678
Solidworks 零件進階設計高手 / 孫之
遨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101 .-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156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CST:
電腦繪圖 312.49S678
Android 程式設計與應用 / 陳會安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8-037-3 (平裝) 普遍
級

1.CST: 系統程式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312.52
跟我學 Windows 11 輕鬆學習 x 快速
上手 / 郭姮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4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57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WINDOWS(電腦程式) 2.CST:
作業系統 312.53
全自動化智慧系統運行維護 : 善用
Ansible+Kubernetes / 吳文豪, 孫靖翀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73-7 (平裝)
NT$780 普遍級
1.CST: 作業系統 312.54
資料結構 : 使用 C / 蔡明志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5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65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資料結構 2.CST: C(電腦程式
語言) 312.73
MySQL 雲端資料庫設計寶典 / 孫惠
民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
11101 .-- 50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15-500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資料庫管理系統 2.CST: 關聯
式資料庫 312.74
大數據驅動商業決策 : 13 個商業預
測操作實務 / 沈金清, 陳佩瑩作 .-- 臺
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2-703-1 (平裝) NT$599 普遍級
1.CST: 資料探勘 2.CST: 商業資料處
理 3.CST: 統計分析 4.CST: 企業預測
312.74
資料庫系統 / 柯志坤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87 面; 26 公分 .-- 專科用
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52-2 (平裝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.74
精通資料分析 : 使用 Excel、Python
和 R / George Mount 著 ; 沈佩誼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2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61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資料探勘 2.CST: 電腦程式語
言 3.CST: 電腦程式設計 312.74
The Hacker Playbook 3 中文版 : 滲透
測試實戰(紅隊版) / Peter Kim 著 ; 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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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, 徐太忠譯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09-2 (平裝)
NT$560 普遍級
1.CST: 資訊安全 2.CST: 電腦網路
312.76
不只是工程師才要懂的 App 資訊安
全 : 取得資安檢測合格證書血淚史 /
楊士逸(羊小咩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
面; 23 公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
書) .-- ISBN 978-626-333-002-3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資訊安全 2.CST: 行動資訊
312.76
2025 元宇宙趨勢 / 沈載宇著 ; 林侑毅,
楊筑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79) .-- ISBN
978-986-507-686-3 (平裝) NT$460 普
遍級
1.CST: 虛擬實境 2.CST: 數位科技
312.8
Unity 3D 腳本程式設計與遊戲開發 /
馬遙, 沈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4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06-1 (平
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電腦遊戲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312.8
*元宇宙 : 科技巨頭爭相投入、無限
商機崛起,你準備好了嗎? / 崔亨旭著 ;
金學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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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322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虛擬實境 2.CST: 電子商務
312.8
Tensorflow.js 學習手冊 / Gant Laborde
著 ; 楊新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63-6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工智慧 2.CST: 機器學習
312.83
人工智慧 : 浪潮來襲!AI 機制發展大
解密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吳家葳
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 25 公
分 .-- (少年伽利略 ; 20) .-- ISBN 978986-461-273-4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
1.CST: 人工智慧 2.CST: 通俗作品
312.83
打下最紮實 AI 基礎不依賴套件 : 手
刻機器學習神經網路穩健前進 / 董
洪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71-3 (平裝)
NT$108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學習 312.831
金融機器學習與資料科學藍圖 /
Hariom Tatsat, Sahil Puri, Brad
Lookabaugh 著 ; 張耀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4-062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機器學習 2.CST: Python(電腦
程式語言) 3.CST: 金融 312.831
銷 售 AI 化 ! 看資 料 科 學家 如 何 用
Python 打造有利可圖的機器學習模
型 / Masanori Akaishi 作 ; 王心薇譯 .-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,
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2-702-4 (平裝) NT$62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學習 2.CST: 資料探勘
3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831
機器學習演算法動手硬幹 : 用
PyTorch+Jupyter 最佳組合達成 / 孫玉
林, 余本國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9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744 (平裝) NT$88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學習 2.CST: 演算法
3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831
NLP 大神 RNN 網路 : Python 原始程
式碼手把手帶你寫 / 李永華, 曲宗峰,
李紅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
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77-5 (平
裝) NT$890 普遍級
1.CST: 人工智慧 2.CST: 自然語言處
理 3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835
OpenCV 影像創意邁向 AI 視覺王者
歸來 / 洪錦魁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5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782 (平裝) NT$890 普遍級

1.CST: 電腦視覺 2.CST: 數位影像處
理 3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837
電繪姿勢速查事典 / Sideranch 作 ; 黃
琳雅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出版社, 11102 .-- 17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46-5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電腦繪圖 2.CST: 繪畫技法
312.86

11012 .-- 14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50-1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水文氣象學 2.CST: 資訊管理
系統 328.6
人工增雨計畫. 110 年 / 國立臺灣大
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
利署, 11012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3-242-6 (平裝附數位影音
光碟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人造雨 328.89

天文學

物理

一定要知道的驚奇天文學 : 宇宙的
末日在何時? / 縣秀彥著 ; 蕭辰倢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57-9-8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宇宙 2.CST: 天文學 320

(國民營事業)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/ 曾
禹童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5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15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物理學 330

每顆星星都有故事 : 看漫畫認識星
座與神話 / 藤井旭監修 ; 林劭貞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216 面; 23 公分 .-- (廣泛閱讀) .-- ISBN
978-626-7050-57-6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星座 2.CST: 神話 3.CST: 通俗
作品 323.8
圖解最好懂的宇宙百科 : 零概念也
能樂在其中!探索神祕的宇宙原理&
構造 / 松原隆彥監修 ; 鄒玟羚, 高詹
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76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宇宙 2.CST: 天文學 3.CST: 通
俗作品 323.9
外星科技大解密 : 時間旅行與秘密
太空計劃 / 廖日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喜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
面; 23 公分 .-- (星際傳訊 ; 8) .-- ISBN
978-626-95202-4-4 (平裝) NT$399 普
遍級
1.CST: 太空科學 2.CST: 外星人
3.CST: 奇聞異象 326.9
多元水文暨氣象資料服務整合應用
=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ple
hydrological and meteorological data
services /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編著 .-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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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理 . 電 磁 學 與 光 學 篇 / David
Halliday, Robert Resnick, Jearl Walker
原著 ; 葉泳蘭, 林志郎編譯 .-- 十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6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36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物理學 330
高手相對論 : 「精英日課」人氣作
家,帶你理解天才的思考,改變你看待
世 界 萬 物 的 方 法 = Relativity for
generalists / 萬維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Beyond ;
31) .-- ISBN 978-957-32-9396-5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相對論 2.CST: 通俗作品
331.2
認識相對論 : 時空與空間的革命旅
程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賴貞秀翻
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76 面; 28 公
分 .-- (人人伽利略系列 ; 29) .-- ISBN
978-986-461-274-1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相對論 331.2
量子電腦 : 牢不可破的通訊加密、
新藥開發,以及推演全球暖化的進程
/ 阿米特.卡特瓦拉(Amit Katwala)作 ;
翁尚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101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(認

真職場 ; 18) .-- ISBN 978-986-06783-5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量子力學 2.CST: 電腦科學
331.3
彩虹是什麼? / 哈麗特.布萊克弗德文 ;
麥克.漢森圖 ; 郭雅欣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快樂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2 面;
23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95617-0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光譜學 2.CST: 繪本 336.5
白話電學發展史 1700-2021 / 温坤禮,
張簡士琨著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市 : 台
灣感性資訊學會, 11101 .-- 82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25-4-7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1.CST: 電學 2.CST: 電機工程 337
基本電學 / 賴柏洲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4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42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學 337
意識原子 : 微觀物質生命實相 =
Conscious atom : the reality of
microscopic material life / 華才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祐安大斅出版 : 祐安
精品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1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583-8-0 (平
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原子物理學 2.CST: 原子結構
339

化學
用思維導圖輕鬆學好化學 / 陶子文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創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068-58-1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化學 340
*警專化學 / 奈勒斯編著 .-- 高雄市 :
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9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13-66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化學 340
世界史是化學寫成的 : 從玻璃到手
機,從肥料到炸藥,保證有趣的化學入
門 / 左卷健男著 ; 陳聖怡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科普 ;

43) .-- ISBN 978-986-137-357-7 (平裝)
NT$490 普遍級
1.CST: 化學 2.CST: 歷史 340.9
食品分析與檢驗 / 藍群傑, 陳明汝, 張
瑞郎, 晏文潔合著 .-- 五版 .-- 臺中市 :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35-4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食品分析 2.CST: 食品檢驗
341.91
週期表一讀就通 / 齋藤勝裕作 ; 衛宮
紘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科學 視界 ; 266) .-- ISBN 978-9865408-78-7 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元素 2.CST: 元素週期表
348.21

地質學
50 則非知不可的地球科學概念 / 馬
丁.雷德馮(Martin Redfern)著 ; 荷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65-8 (平裝)
NT$330 普遍級
1.CST: 地球科學 350
形如其名 : 地名與地形的對話 / 沈淑
敏, 李聿修, 陳銘鴻, 羅章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
版中心, 11101 .-- 2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624-77-4 ( 平 裝 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地形學 2.CST: 地名學 3.CST:
臺灣 351
近海水文觀測站網維護管理與運作.
110 年度 /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
金會(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)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
11012 .-- 69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49-5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水文學 2.CST: 水文測量
351.7
巡 海 誌 . 2021 = Patrol log : marine
conservation rangers / 李世英, 陳健澤,
林文琪, 李玠志, 李承運, 胡家維, 曹
家銘, 許向戎, 陳世彬, 陳逸, 呂雨聰,
徐維駿, 楊順帆, 呂紀蟬, 許凱威, 張
啓軒, 魏宜廉, 郭政佑, 江小嘉, 黃珮
婷, 王鳳儀, 喬振維, 詹綺文, 蔡宗翰,
李泔涓, 林炯廷, 陳芬瑞, 廖贊淳, 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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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穎, 楊婉惇, 許芳毓, 周品翔編輯 .-高雄市 :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,
11012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72-2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環境保護 2.CST: 自然保
育 351.9
溫泉監測井網觀測計畫. 110 年度 =
Taiwan's hot spring monitoring report
2021 /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
學編著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
11012 .-- 17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24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溫泉 2.CST: 環境監測 354.3
地層下陷防治專案服務計畫. 110 年
度 = The project for annual work plan of
land-subsidence
prevention
and
reclamation in 2021 / 國立成功大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
11012 .-- 4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58-7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500 普遍級
1.CST: 地層下陷 354.7
地層下陷深層垂向變位機制探討及
技術整合服務計畫 = Study on vertical
deformation in deep soil layers and
intergration of landsubsidence research
projects /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61-7 (平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地層下陷 354.7
彰化與雲林地區地層下陷監測及分
析 . 110 年 度 = Monitoring and
analyzing land subsidence of Changhua
and Yunlin area in 2021 / 綠環工程技
術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362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56-3 (平
裝) 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地層下陷 354.7
臺北、桃園、嘉義及屏東地區地層
下 陷 監 測 及 分 析 . 110 年 度 =
Monitoring
and
analyzing
land
subsidence of Taipei, Taoyuan, Chiayi
and Pingtung area in 2021 / 綠環工程技
術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37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52-5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地層下陷 354.7

恐龍真神祕 / 向日葵工作室作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1-25-0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爬蟲類化石 2.CST: 古生物學
3.CST: 通俗作品 359.574

生物學
「小學生的科學探索」系列. 生物篇
/ 蘿拉.貝克(Laura Baker)著 ; 蕭秀珊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28 面;
28 公分 .-- (商周教育館 ; 50) .-- ISBN
978-626-318-122-9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生物 2.CST: 通俗作品 360
生物統計入門 / 楊玉隆作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4-632-0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生物統計學 360.13
這隻蝸牛心臟在右邊 : 給孩子的第
一本理解基因突變與「求同存異」
的書 / 瑪麗亞.波波娃(Maria Popova)
文 ; 朱平繪 ; 黃作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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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56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8-114-4 ( 精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基因 2.CST: 遺傳學 3.CST: 蝸
牛 4.CST: 繪本 363.81
竄改基因 : 改寫人類未來的 CRISPR
和 基 因 編 輯 / 奈 莎 . 卡 雷 著 (Nessa
Carey)作 ; 陸維濃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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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貓頭
鷹 ; 275) .-- ISBN 978-986-262-528-6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基因組 2.CST: 遺傳工程
363.81
童年的那個埤塘 / 王佩琪文 ; 放藝術
工作室圖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48 面; 21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06-3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池塘 2.CST: 自然保育 3.CST:
繪本 4.CST: 臺灣 366.954

海的世界 / 迪特.布朗(Dieter Braun)圖
文 ; 郭芳君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
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04
面; 25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160-3 (精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生物 2.CST: 繪本
366.98
社區林業零距離 : 生態調查指南 / 吳
思儒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
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, 11101 .-- 1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53-0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環境生態學 2.CST: 社區參與
3.CST: 自然保育 367
山與祂的子民 : 阿力曼與鸞山森林
文化博物館 / 阿力曼口述 ; 劉政暉撰
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生活.台灣.人文 ; 26) .-- ISBN
978-986-294-301-4 (平裝) NT$399 普
遍級
1.CST: 阿力曼 2.CST: 鸞山森林文化
博物館 3.CST: 自然保育 4.CST: 森林
保護 367.71
微生物悄悄話. 1, 嘿!我是細菌,地球
生命演化始祖 / 白明植圖.文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158-4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微生物學 2.CST: 細菌 3.CST:
繪本 369
微生物悄悄話. 2, 嘿!我是病毒,地表
最強變身大師 / 白明植圖.文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59-1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微生物學 2.CST: 濾過性病毒
3.CST: 繪本 369
微生物悄悄話. 3, 嘿!我是真菌,大地
最稱職清潔員 / 白明植圖.文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160-7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微生物學 2.CST: 真菌 3.CST:
繪本 369
微生物悄悄話. 4, 嘿!我是原生生物,
奇形怪狀小精靈 / 白明植圖文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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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 11103 .-- 36 面; 25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61-4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微生物學 2.CST: 繪本 369
微生物實驗 / 李丹昂, 何若瑄, 林文源,
蔡佩菁, 陳星光, 劉建功合著 .-- 三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31-6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1.CST: 微生物學 2.CST: 實驗
369.034
免疫系統 / Peter Parham 原著 ; 張立
雪, 黎煥耀編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偉明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82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70-0-8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免疫學 369.85
免疫學 / 曾哲明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新
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5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803-3 (平裝) NT$800 普
遍級
1.CST: 免疫學 369.85
醫師國考 Winner : 免疫學 / 陳碩甫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
社, 11101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8-447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免疫學 369.85

植物學
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儲備植醫輔導成
果發表會專輯 / 王人葦, 余佳純, 吳蕙
妤, 李侑璇, 林建言, 邱柏鈞, 張家齊,
梁嘉瑋, 郭尙明, 郭章信, 曾藝, 黃靖,
黃培眞, 劉偉誠, 簡秀蓉作 ; 張淳淳,
陳昇寛, 鍾瑞永主編 .-- 臺南市 : 行政
院農業 委員會 臺南 區農業 改良場 ,
11012 .-- 121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0-45-5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植物學 2.CST: 植物病蟲害
3.CST: 文集 370
改變世界的植物採集史 : 18-20 世紀
的植物獵人如何踏遍全球角落,為文
明帝國注入新風貌 / 安博菈.愛德華
茲(Ambra Edwards)作 ; 楊詠翔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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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1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(Sasugas ;

47) .-- ISBN 978-986-289-691-4 (精裝)
NT$990 普遍級
1.CST: 植物學史 2.CST: 植物學
370.9
邪惡植物博覽會 : 辣椒、杜鵑、鬱
金香......如何成為邪惡殺手,一不小
心讓你命喪黃泉 / 艾米.史都華(Amy
Stewart)著 ; 布萊恩妮.莫羅-克里布斯
(Briony Morrow-Cribbs), 強納森.羅森
(Jonathon Rosen)繪 ; 周沛郁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(Thales) .-- ISBN 978-957-05-3391-0
(平裝) NT$430 普遍級
1.CST: 有毒植物 376.22
世界橡實插畫圖鑑 / 德永桂子, 原正
利著 ; 謝薾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 19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772-3 (精裝) NT$820 普遍級
1.CST: 雙子葉植物 2.CST: 植物圖鑑
377.22025

動物學
政大生態筆記+政大星空&晚霞筆記
/ 蔡在田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蔡
在田, 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573-6 (精裝) NT$800 普
遍級
1.CST: 動物 2.CST: 植物 3.CST: 校園
4.CST: 臺北市 385.33
台灣珊瑚全圖鑑. 下, 八放珊瑚 / 戴昌
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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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416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2-531-6 (精
裝) NT$2800 普遍級
1.CST: 珊瑚 2.CST: 動物圖鑑 3.CST:
臺灣 386.394025
海底的移動堡壘 : 澎湖南方四島國
家公園棘皮動物圖鑑 / 黃興倬, 李坤
瑄撰文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海洋國家
公園管理處, 11012 .-- 173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74-0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棘皮動物 2.CST: 動物圖鑑
3.CST: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
386.433025

寶貝墾丁. 3 : 雙殼、多板、頭足綱 /
邱郁文, 郭慧蓮, 蘇俊育作 .-- 初版 .-屏東縣恆春鎮 :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
處, 11012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(墾丁
國家公園) .-- ISBN 978-986-5456-76-4
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軟體動物 2.CST: 動物圖鑑
3.CST: 墾丁國家公園 386.79025
綠野蛛蹤 / 楊維晟文 ; 黃麗珍圖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92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48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蜘蛛綱 2.CST: 通俗作品
387.53
昆蟲島 / 香川照之作 ; 張東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724-5 (第 2 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昆蟲 2.CST: 繪本 387.7
蟲小練武功 / 楊維晟文 ; 林芷蔚圖 .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92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49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昆蟲 2.CST: 通俗作品 387.7
蟲來沒看過 / 楊維晟文 ; 蔡其典圖 .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50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昆蟲 2.CST: 通俗作品 387.7
台灣甲蟲大圖鑑 / 黃仕傑作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1-27-4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甲蟲 2.CST: 動物圖鑑
387.785025
夢蝶.蝶夢 : 埔里蝴蝶價值的轉譯與
運用 / 顏新珠, 何貞青, 廖肇祥作 .-初版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財團法人新
故鄉文教基金會, 11012 .-- 23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511-7-7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蝴蝶 2.CST: 自然保育 3.CST:
南投縣埔里鎮 387.793
臺灣蝶類誌. 第五卷, 蛺蝶科 / 徐堉峰,
梁家源, 黃智偉, 沈宗諭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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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12 .-- 冊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626-7100-52-3 (全套:精裝) NT$800 普
遍級
1.CST: 蝴蝶 2.CST: 臺灣 387.793
全球氣候變遷鳥類遷徙路徑研究 :
太魯閣國家公園候鳥及留鳥 / 許育
誠編撰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秀林鄉 : 太
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, 11012 .-- 10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81-8 (平
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鳥類 2.CST: 鳥類遷徙 3.CST:
全球氣候變遷 4.CST: 太魯閣國家公
園 388.833
倉鼠的飲食&營養指南 / 山口俊介,
山口樹美作 ; 黃筱涵翻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90-7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鼠 2.CST: 寵物飼養 389.63
象什麼 / 張東君文 ; 黃麗珍圖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147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象 2.CST: 通俗作品 389.84

人類學
順著大腦來生活 / 大衛.洛克(David
Rock)著 ; 黃庭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4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04-6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腦部 2.CST: 科學 3.CST: 職場
成功法 394.911
最有梗的人體教室 : 針筒兄弟與他
們的器官小夥伴 / 上谷夫婦圖文 ; 李
沛栩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2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53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人體學 2.CST: 通俗作品
397
人 類 發 展 學 概 論 = Introduction of
human development / 黃美智, 蕭淑貞,
黃愛娟, 鄧素文, 楊雅玲, 黃立琪, 陳
道明, 施欣欣, 于博芮, 徐亞瑛, 賴裕
和, 羅高文, 張麗娟, 趙國玉, 陳嘉雯,
陳寶如, 林寶玉, 陳淑娟, 袁朝蓉, 楊
金蘭, 林金蓮, 駱俊宏, 温子寧, 蔣宜

倩, 梁淑華, 邱麗芬, 劉怡秀, 趙明玲
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永大書局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78-6-2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發育生理學 2.CST: 發展心理
學 3.CST: 人類發展 397.1

樂齡南投健康餐盤 / 南投縣政府衛
生局作 .-- [臺北市] : 帕斯頓數位多媒
體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8628-54-0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健康法 2.CST: 健康飲食
3.CST: 老年 411.1

讓體液流起來 : 促進脊髓液、淋巴
液、血液循環,啟動自癒力,消除各種
疼痛 / 片平悅子作 ; 連雪雅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健
康 ; B497) .-- ISBN 978-986-5408-79-4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體液 2.CST: 體循環 3.CST: 健
康法 398.3

十秒正念冥想法 : 精神科醫師教你
有效清除雜念,輕鬆享受高效工作與
減壓生活! / 藤井英雄著 ; 李秦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00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超覺靜坐 2.CST: 情緒管理
3.CST: 生活指導 411.15

汗水的奧祕 : 有關流汗的奇思妙想
與 科 學 探 究 / 莎 拉 . 艾 佛 茲 (Sarah
Everts)著 ; 楊心怡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人
生 ; 207) .-- ISBN 978-986-06994-8-7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人體生理學 2.CST: 皮膚生理
398.75

應用科學類
醫藥
台灣國際醫療發展走向與促進醫療
產業之發展 / 陳世桓, 劉建甫, 許麗卿,
王品心, 林俊希, 劉昱彤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中技社, 11012 .-12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628-4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醫學 2.CST: 醫療服務 3.CST:
產業發展 410
活好 :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和自己呼
吸合拍的生活 / 黃惠如作 .-- 一版 .-[臺北市] :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Lohas ; 1) .-- ISBN 978-626-95485-2-1
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法 2.CST: 生活指導
411.1
*疫後健康管理 / 顏雅雪著 .-- 初版 .- [臺北市] : 字裡行間工作室, 11012 .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5639-6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法 411.1

劉博仁不藏私的健腦祕密 / 劉博仁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健康人生 ; 208) .-- ISBN 978626-95559-0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健腦法 2.CST: 健康法 3.CST:
生活指導 411.19
食品營養與健康 / 鄭清和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1-52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食物 2.CST: 營養 3.CST: 健康
飲食 411.3
動物飲食天性 : 跟自然界生物學習
真正健康的人類飲食科學 / 大衛.勞
本海默(David Raubenheimer), 史蒂芬.
辛普森(Stephen J. Simpson)作 ; 鄧子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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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67-8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飲食 2.CST: 營養 411.3
超級食物青花椰苗 : 集解毒、抗癌、
防老化等功效於一體的最強蔬菜 /
森光康次郎著 ; 徐瑜芳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03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健康飲食 2.CST: 花椰菜
411.3
飲食養出好腸菌 : 腸道健康,全身就
健康!營養學博士教你如何吃出健康
腸道生態系,打造由內而外最強人體
防護力 / 吳映蓉, 翁德志, 李芷薇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邦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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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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04 面; 22 公
分 .-- (心靈養生 ; FJ20XX) .-- ISBN
978-626-315-078-2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健康飲食 2.CST: 腸道微生物
3.CST: 食譜 411.3
增肌減脂 自煮訓練 : IG 人氣營養師
團隊特別企畫,超省時 99 道常備便當
菜/超速配 21 款客製化餐盒/超符合
不同階段的不同需要 / 林敬鈞, 陳怡
儒, 蘇雅惠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
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25-5-0 (平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健康飲食 2.CST: 食譜 411.3
擺脫節食的情緒勒索 : 「直覺飲食」
運動創始人教你 10 項原則、13 種靈
感練習、365 天日常生活實踐,開啟
身體、心靈與飲食的對話,打造個人
專屬的健康飲食法 / 伊芙琳. 崔伯
(Evelyn Tribole)著 ; 葉妍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52-7-9 ( 平 裝 )
NT$499 普遍級
1.CST: 健康飲食 411.3
臺加全穀豆類營養保健與創新加工
國 際 研 討 會 . 2020 = 2020 CanadaTaiwan bilateral conference on nutrition,
health benefit and innovative processing
of whole grains and pulses / 林延諭, 蘇
致柔, 陳裕星編 .-- 彰化縣大村鄉 : 行
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,
11012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0-39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飲食 2.CST: 禾穀 3.CST:
豆菽類 4.CST: 文集 411.307
手指體操提升腦機能 / 蕭京凌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版社,
111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17-9-7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1.CST: 運動健康 2.CST: 手指 411.7
伸 展 聖 經 / 包 柏 . 安 德 森 (Bob
Anderson) 著 ; 珍 恩 . 安 德 森 (Jean
Anderson) 繪圖 ; 陳萱芳譯 .-- 第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4 公
分 .-- (健康生活 ; BGH202) .-- 40 週年

全新增修版 .-- ISBN 978-986-525-4179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運動健康 411.71
美國第一健身強人,給女生的科學化
鍛鍊全書 : 給女生的 3 個月鍛鍊計畫,
不用改變飲食習慣、不用花費大量
時間,準確練到想練的部位 / 麥可.馬
修斯(Michael Matthews) 著 ; 王念慈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80 面; 23 公
分 .-- (健康樹 ; 169) .-- ISBN 978-986507-673-3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1.CST: 健身運動 2.CST: 體能訓練
3.CST: 女性 411.71
保羅.韋德的等長訓練終極指引 / 保
羅.韋德作 ; 王啟安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103 .-46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755-7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健身運動 2.CST: 運動訓練
411.711
減重、增肌、改善痠痛的 7 秒逆伸
展 / 石部伸之作 ; 林芷柔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11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79-2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運動健康 2.CST: 放鬆運動
3.CST: 健身操 411.711
精準突破 : 從 10 個關鍵問題與 5 大
原則,重新審視核心問題,帶你突破訓
練撞牆期 / 丹.約翰(Dan John)著 ; 鄭
勝得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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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生活風格) .-- ISBN 978626-315-081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健身運動 2.CST: 運動訓練
411.711
突破慣性激瘦飲食 : 無痛-20KG!減
重女王 DANO 教你一天改吃一次速
瘦料理,低卡、高纖、高蛋白,7 天養
成易瘦體質 / 李智秀, 李愛利著 ; 葛
瑞絲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麗美
人國際媒體, 11102 .-- 2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7-1-6 (平裝)
NT$399 普遍級
1.CST: 減重 2.CST: 健康飲食 3.CST:
食譜 411.94
烘焙女王的減重日記 / 麥田金著 .-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

公司, 1110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(無
油煙料理 ; 1) .-- ISBN 978-986-548121-6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減重 2.CST: 健康飲食 3.CST:
食譜 411.94
超美味!頂尖營養師的 4321 增肌減脂
餐 : 免斷食、不斷醣、零廚藝!最符
合現代人體需求的「黃金餐盤飲食」
實踐版 / 林佳靜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3-96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減重 2.CST: 健康飲食 3.CST:
食譜 411.94
臺中市公共衛生發展 10 週年特刊 =
Public health development of Taichung
City Government 10th anniversary issue
/ 陳南松, 邱惠慈, 施靜儀, 陳淑芬, 楊
惠如, 傅瓊慧, 林宛蓁, 湯澡瑛, 吳雅
玲, 王碧蘭, 黃敏慧, 王俊翔, 施金山,
甄蕙芬, 廖佳郁, 游寶珠, 邱美燕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衛
生局, 11012 .-- 28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1-62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412.133
藥物濫用防制漫畫手冊. 110 年度 /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
品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
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, 11012 .-- 63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82-5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藥物濫用防制 2.CST: 漫畫
412.24
簡明餐飲衛生與安全 / 翁順祥, 朱于
祺, 陳淑莉, 許秀華, 陳坤上, 吳松濂,
江淑華, 王秀育, 賴政宏, 王正方, 黃
書政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
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30-9 (平裝)
NT$425 普遍級
1.CST: 食品衛生管理 2.CST: 餐飲管
理 412.25
愛 滋 防 治 工 作 手 冊 = HIV/AIDS
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ual / 衛生福
利部疾病管制署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, 11012 .- 346 面; 30 公分 .-- (防疫學苑系列 ;
32) .-- ISBN 978-986-5469-84-9 (平裝)
NT$270 普遍級
1.CST: 愛滋病防治 2.CST: 手冊
412.454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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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 重症照護關鍵紀實 = The
essential topics of COVID-19 critical
care /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編 .-- 第
1 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
制署, 11012 .-- 4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9-83-2 (平裝) NT$1600 普
遍級
1.CST: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.CST:
重症護理 3.CST: 重症醫學 412.471
疫起攜手 : 亞東紀念醫院 COVID-19
照護經驗 / 亞東紀念醫院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479-5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
紀念醫院 2.CST: 傳染性疾病防制
3.CST: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4.CST:
傳染性疾病護理 412.471
桃醫 X 戰疫 : 急轉生命的航道 / 王偉
傑, 王伶慧, 余珮瑜, 李世偉, 李倩瑜,
吳閔雯, 林宜君, 俞依良, 胡慧君, 郭
靜燕, 陳瑞昌, 陳日昌, 陳厚全, 陳素
里, 陳正斌, 陳冠名, 張百齡, 黃碧蓮,
黃婉瑩, 曾士芬, 楊菁華, 葉秀雯, 鄭
舒倖, 鄭健禹, 鄭兆翔, 劉宇定, 劉美
玲, 蕭雅文, 鍾亢, 羅美惠作 .-- 初版 .- 桃園市 :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,
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9-85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2.CST:
傳染性疾病防制 3.CST: 嚴重特殊傳
染性肺炎 4.CST: 傳染性疾病護理
412.471
職業衛生 : 國際趨勢下之工作健康
理論與實務 / 蔡宏偉, 邵憲盟, 黃閔嫈,
丁祜祥, 童泰盛, 蕭益林, 黃世誠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3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308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職業衛生 2.CST: 勞工衛生
412.53
遺 體處 理操 作手 冊 = Processing of
remains guidelines / 吳舒晴, 張文玉, 黃
勇融, 李佳諭著 ; 王慧芬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(生命關懷事業叢書) .-- ISBN 978986-298-388-1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遺體處理 2.CST: 死亡管理
3.CST: 美容 412.61

尋找藥師佛 : 尼泊爾的山居歲月 / 大
衛.克羅(David Crow, L. Ac.)著 ; 余慧
敏譯 .-- 四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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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名家
旅行文學 ; MM1150) .-- ISBN 978-9860767-58-2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藏醫 413.0926
徐延祚醫學全書 / 高凱, 于永敏, 李國
信, 龐敏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16 面;
21 公分 .-- (中醫保健站 ; 105) .-- ISBN
978-986-346-356-6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中醫治療學 2.CST: 中藥方劑
學 413.2
趕走身體裡的「虛.寒.濕.熱.瘀」 /
武建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(Health+ ; 180) .-- ISBN 978626-95156-4-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中醫診斷學 2.CST: 中醫治療
學 413.2
輕熟女的舒緩漢方生活 / 櫻井大典
作 ; 殷婕芳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127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380-8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中醫 2.CST: 養生 3.CST: 婦女
健康 413.21
睡好覺 : 調氣血、顧胃養腎,從中醫
原理告訴你,不靠藥物能也能解決睡
不穩、睡不著等問題。 / 梁冬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56 面; 23 公分 .-- (issue ;
35) .-- ISBN 978-626-95349-5-1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睡眠障礙症 2.CST: 中醫治療
學 413.342
中西醫結合治療神經性疾病 / 程維
德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元氣齋出版
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(自學中醫系列 ; 88) .-- ISBN
978-986-98759-8-1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神經系統疾病 2.CST: 中醫治
療學 3.CST: 中西醫整合 413.36
筋骨疾病臨床診斷 / 陳振順著 .-- 初
版 .-- 花蓮市 : 陳振順, 11012 .-- 233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941 (平裝) NT$3500 普遍級
1.CST: 骨傷科 2.CST: 中醫診斷學
413.42
重拾失落千年的對稱治療 : 英雄當
道 / 宋和乾, 莊麗雪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菩提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344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醫學系列 ;
2) .-- ISBN 978-957-9603-41-6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針灸 2.CST: 中醫治療學
413.91
一手即點超簡單,全身穴位雙圖解大
全 / 劉乃剛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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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503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穴位療法 413.915
天能勁源 世界更好 / 黃正斌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天能勁源, 11103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1-01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氣功 2.CST: 養生 413.94
圖解方劑學 / 李家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23-5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中藥方劑學 414.6
云南白药(国家绝密方)解密 / 宋友谅
着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8 面; 18 公分 .-正體題名:雲南白藥(國家絕密方)解
密 .-- ISBN 978-626-7056-93-6 (平裝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中藥方劑學 414.7
雲南白藥(國家絕密方)解密 / 宋友諒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56-89-9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中藥方劑學 414.7
病歷閱讀 / 鄭淑貞, 簡文山, 溫信財,
柯惠玲, 簡芷茵, 林玫君, 簡鈺玫, 俞
忠綺, 沈明忠, 薛承君, Jonathan ChenKen Seak, 劉明德, 鄭貴真, 謝如蘭, 劉
卓鷹, 廖敏宏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26-2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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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病歷 2.CST: 病歷管理
415.206
人工智慧與影像知識詮釋化 / 羅崇
銘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
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38-5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影像醫學 2.CST: 影像診斷
3.CST: 人工智慧 415.216
初級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單項技術
操作規範暨救護流程訓練教材 / 廖
訓禎主編 .-- 第四版 .-- 桃園市 : 台灣
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協會, 台灣急診專
科醫師醫學會, 11012 .-- 176 面; 3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541-2-5 (平裝)
NT$160 普遍級
1.CST: 急救 2.CST: 緊急醫療救護
415.22
引領世界的心跳 : 陳適安與台灣心
律不整團隊的故事 / 陳麗婷, 陳慧玲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21) .-ISBN 978-986-525-432-2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心律不整 2.CST: 外科技術
415.318
糖尿病有救了 : 完全逆轉!這樣做效
果驚人 / 尼爾.柏納德(Neal Barnard)
著 ; 洪淑芬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柿
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(健康 Smile ; 82) .-- 10 年
紀念版 .-- ISBN 978-986-5496-58-6 (平
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糖尿病 2.CST: 通俗作品
415.668
物理治療師考試秘笈. 6, 神經疾病物
理治療學 / 吳育儒, 陳淑玲合著 .-- 四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86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25-5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神經系統疾病 2.CST: 物理治
療 415.9
徒手治療椎間盤突出 : 不用刀的預
防、保健與物理治療的方法 / 張光
祖, 郭惠雯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84 面;
23 公分 .-- (健康百科 ; 55) .-- ISBN
978-626-320-063-0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
1.CST: 腰椎間盤突出症 2.CST: 保健
常識 3.CST: 健康法 415.93
藝術與高智 / 白明奇, 羅玉岱, 周妮萱,
潘襎, 林端容, 黃百川, 黃婉茹, 張玲
慧, 郭立杰, 楊金峯, 吳怡潔, 張乃文,
程芝鳳著 ; 白明奇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成大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成
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發行, 11101 .-- 18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35-633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老年失智症 2.CST: 藝術治療
415.9341

焦慮世代 : 為什麼我們活在充滿不
確定性與不安的社會 / 羅蘭.保爾森
(Roland Paulsen)著 ; 溫澤元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(from ; 140) .-- ISBN 978-986-0777-91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焦慮症 2.CST: 心理學 3.CST:
精神分析 415.992

愛上精神醫學圖解版 / 越野好文, 志
野靖史著 ; 蔡婷朱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
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92
面; 23 公分 .-- (知的! ; 116) .-- ISBN
978-626-320-050-0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精神醫學 415.95

雖然會胖,但還是想一個人吃完半半
炸雞再睡(夜食症候群的深夜飢餓告
白) / 朴相映著 ; 陳慧瑜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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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08 面; 19 公分 .-- (野人
家) .-- ISBN 978-986-384-653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暴食症 2.CST: 肥胖症 3.CST:
軼事 415.9982

精神科醫師的情感控制術 / 樺澤紫
苑作 ; 洪薇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47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392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精神醫學 2.CST: 情緒管理
415.95

乳癌深淵 : 癌症醫院護理師變成乳
癌患者 / 許雅婷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金名圖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19-93-9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乳癌 2.CST: 護理處置 3.CST:
通俗作品 416.2352

身心蛻變的力量 : 我的憂鬱人生與
佛法 / 吳章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122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憂鬱症 2.CST: 通俗作品
415.985

醫美注射技巧指南 : 神經毒素與填
充 劑 / Theda C. Kontis, Victor G.
Lacombe 原著 ; 靳嚴博, 黃易欣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版社,
111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8-445-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注射 2.CST: 美容手術 3.CST:
整形外科 416.48

腦袋瓜也有陰天 : 為孩子解釋「憂
鬱症」的溫柔繪本 / 茱蒂絲‧里佛
爾 (Judith Rieffel) 著 ; 卡 洛 琳
(Mademoiselle Caroline) 繪 ; 許 雅 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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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 面; 22 公
分 .-- (小野人 ; 16) .-- ISBN 978-986384-652-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憂鬱症 2.CST: 繪本 415.985
破繭而出的蝴蝶 / 孫中光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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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Y
角度 ; 27) .-- ISBN 978-626-95562-4-3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自閉症 2.CST: 通俗作品
415.988

肌 肉 骨 骼 超 音 波 基 礎 / Jon A.
Jacobson 作 ; 王銘緯, 王興國, 吳瀚林,
洪昆琳, 洪誌鍵, 陳勇璋譯 .-- 第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3-05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2.CST: 超
音波學 416.6
腰痛難民 : 好不了的腰痛,可能是重
大疾病的徵兆! / 池谷敏郎著 ; 張佳
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0 面; 21
公分 .-- (健康力) .-- ISBN 978-957-086184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腰 2.CST: 脊椎病 3.CST: 健康
法 416.6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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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醫傳授髖關節疼痛自癒術 / 主婦
之友社作 ; 龔亭芬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4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88-4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骨盆 2.CST: 關節 3.CST: 疼痛
4.CST: 健康法 416.617
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: 眼球解
剖生理學及眼睛疾病 / 蘇俊峰編著 .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7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806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眼科 2.CST: 眼部疾病 416.7
蓋博符號&3D 裸眼視力回復訓練書 :
每次只要 30 秒,視力就會越來越好!
近視、遠視、亂視、老花全部有效 /
George3, 鴨下惠子著 ; 劉姍珊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328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眼科 2.CST: 視力保健 3.CST:
健康法 416.7
整復推拿師的眼壓重設術 視力回升
0.2! / 清水 Rokkan 作 ; 許郁文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37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389-1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眼部疾病 2.CST: 按摩 3.CST:
視力保健 416.7
美學新視野. 2022 = Vision of aesthetic
dentistry / 莊政洲, 康建明, 廖哲葦, 賴
宏昇, 林昱佑, 陳永曄, 都本暉, 胡琨,
林聖淼, 鄭勝, 曹天檑, 彭小龍, 許家
和, 柯子揚, 李承儒, 江長偉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莊政洲, 11101 .-- 19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405 (精裝) 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牙科 2.CST: 牙科美學 3.CST:
文集 416.907
如果不是那一次檢查,我已不在人世 :
贏得十倍存活率的癌症真相 / 黃亞
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(健康人生系列 ; 11) .-- ISBN
978-626-7014-31-8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癌症 2.CST: 預防醫學 3.CST:
生活指導 417.8

救命聖經.葛森療法 : 史上第一個成
功的癌症療法,那些醫生救不了或放
棄的人,其實還有機會活下來! / 夏綠
蒂.葛森(Charlotte Gerson), 莫頓.沃克
(Morton Walke)著 ; 姚念祖, 鄧捷文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 (健康 smile ; 81) .-- ISBN 978-9865496-57-9 (平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癌症 2.CST: 健康飲食 3.CST:
食療 417.8
疫苗商戰 : 新冠危機下 AZ、BNT、
輝瑞、莫德納、Novavax 的生死競賽
/ 古格里.祖克曼(Gregory Zuckerman)
著 ; 廖月娟, 張玄竺, 鍾榕芳, 黃瑜安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80 面;
21 公分 .-- (財經企管 ; BCB759) .-ISBN 978-986-525-422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疫苗 2.CST: 研發 3.CST: 傳染
性疾病防制 418.293
健康和療癒的食物 : 食療和食譜 /
Gurubanda Singh Khalsa, Parmatma
Singh Khalsa[編輯] ; 陳華, 涂曉笑, 王
金蘭, 辛小艷, 游華翻譯 .-- 臺北市 :
社團法人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
會, 11012 .-- 1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115-3-1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1.CST: 食療 2.CST: 營養 3.CST: 健康
飲食 4.CST: 食譜 418.91
最新物理治療精選. 5, 操作治療與輔
具學 / 胡媄婷, 葉佳文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 11101 .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28-9-8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操作治療 2.CST: 科技輔具
3.CST: 物理治療 418.9313
醫生說「請你運動!」時,最強對症運
動指南 : 日本首席體能訓練師教你:1
次 5 分鐘,釋放身體痠痛疲勞,降中風、
心臟病死亡率! / 中野.詹姆士.修一
著 ; 蔡麗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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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(名醫圖解 ; 4022) .-- ISBN 978626-7095-13-3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運動療法 2.CST: 健康法
418.934

醫生說「請妳運動!」時,最強女性對
症運動指南 : 日本首席體能訓練師
教妳 : 1 次 5 分鐘,改善肥胖、浮腫、
自律神經失調、更年期不適! / 中野.
詹姆士.修一著 ; 蔡麗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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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(名醫圖解 ; 4025) .-- ISBN
978-626-7095-14-0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運動療法 2.CST: 健康法
418.934
NexteTM 靈氣療法一級手位書 : 百年
來最好用的一百個手位療程 / 蘇菲
亞 Sophia 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8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95-0 (平
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心靈療法 2.CST: 靈修
418.98
NexteTM 靈氣療法一級百問聖經 : 破
解百年來各種 Reiki 靈療迷思 / 蘇菲
亞 Sophia 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98-1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心靈療法 2.CST: 靈修
418.98
希塔療癒 : 信念挖掘 : 重新連接潛意
識 療癒你最深層的內在 / 維安娜.斯
蒂博(Vianna Stibal)著 ; 安老師(陳育
齡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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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320 面; 22 公分 .-- (眾生 ; JP0188) .-ISBN 978-626-95219-9-9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心靈療法 2.CST: 能量 3.CST:
自我實現 418.98
動物情緒療癒卡 : 用圖卡自我觀照、
突破、蛻變。 / 黃傳永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教
育輔導系列 ; N159) .-- ISBN 978-957693-963-1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治療 2.CST: 情緒管理
418.986
水晶寶石應用全書 : 收錄超過 200 種
寶石介紹,超過 600 種應用技巧,解讀
礦石中的占星知識與療癒能量 / 塞
里德文.格林利夫(Cerridwen Greenlea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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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; 梵妮莎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12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773-0 (平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另類療法 2.CST: 水晶 3.CST:
寶石 4.CST: 能量 418.99
改變生命的故事 : 三十過往,只是序
章 /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健康生活 ; 200) .-- ISBN 978986-525-408-7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醫病關係 2.CST: 醫療服務
3.CST: 醫學教育 419.47
從刑事政策及風險管理論醫病關係 /
陳鏡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圖
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72-1-9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醫病關係 2.CST: 醫療糾紛
3.CST: 刑事政策 4.CST: 風險管理
419.47
解讀醫病關係. V, 判決評析篇 / 吳志
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5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662-0 ( 平 裝 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醫病關係 2.CST: 醫事法規
3.CST: 個案研究 419.47
醫 療 溝 通 與 人 際 關 係
=
Communication in the medical system /
劉樹泉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
書出版社, 1110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8-444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醫病關係 2.CST: 醫病溝通
419.47
衛生所健康識能推動工作指引 / 衛
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, 慈濟學校財團
法人慈濟大學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, 11012 .- 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76-4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照護體系 2.CST: 國民健
康管理 3.CST: 衛生所 419.5
基本護理學總複習 : 心智圖解析 / 林
玫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
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0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8057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基本護理學 419.6
個案報告之撰寫手冊 / 簡姿娟, 蔡淑
芳, 蘇素貞合著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28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33-0 (平
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護理研究 2.CST: 研究方法
419.612
護理報告撰寫 / 賴鳳儀, 湯麗君, 李小
璐, 曾芃廩, 楊桂鳳, 李麗君, 周翠玟,
徐少慧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24-8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護理研究 2.CST: 研究方法
419.612
健 康 與 身 體 評 估 / Cynthia Fenske,
Katherine Watkins, Tina Saunders,
Donita D'Amico, Colleen Barbarito 作 ;
蔡佩珊, 曾詩雯, 王美業, 趙玉環, 田
昕旻, 李薇莉, 李美麗, 莊琬筌, 馮翠
霞, 梁天麗, 洪嫦巧, 童恒新, 廖幼媫,
廖怡珍, 程子芸, 林麗君, 張玉婷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100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4-633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護理評估 419.812
內外科護理學(重點整理) / 張凱喬,
賴慧倫, 李一芹, 王麗雲, 杜玉卿, 邱
飄逸, 邱愛芳, 張凌華, 賴維淑, 蕭淑
貞, 鄭秀月, 吳仙妮, 吳沁樺, 陳瓊瑤,
黃雅雯, 李月卿, 白香菊, 楊美伶, 林
玫君, 游沛玲, 黃碧華合著 .-- 六版 .-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560 面; 24 公分 .-- (護理考試
叢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-362-837-8
(平裝) NT$525 普遍級
1.CST: 內外科護理 419.82
內外科護理學(精選題庫) / 張凱喬,
賴慧倫, 李一芹, 王麗雲, 杜玉卿, 邱
飄逸, 邱愛芳, 張凌華, 賴維淑, 蕭淑
貞, 鄭秀月, 吳仙妮, 吳沁樺, 陳瓊瑤,
黃雅雯, 李月卿, 白香菊, 楊美伶, 林
玫君, 游沛玲, 黃碧華合著 .-- 七版 .-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56 面; 24 公分 .-- (護理考試
叢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-362-836-1
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內外科護理 419.82

臨床佛學與安寧療護 : 佛教宗教師
的 靈 性 照 顧 = Clinical Budddhology
and hospice : Buddhist chaplain based
spiritual care / 陳慶餘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16-8-4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安寧照護 2.CST: 生命終期照
護 3.CST: 佛教 419.825

1.CST: 家庭佈置 2.CST: 空間設計
422.5

新護理考試祕笈. 三, 婦產科護理學 /
羅惠敏, 王麗雲, 陳碧桑, 林靜佩, 許
素卿, 李小璐, 楊麗絨合著 .-- 九版 .-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43-9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婦科護理 2.CST: 產科護理
419.83

走在時代尖端的創意髮飾 : 中式新
娘與日本花魁的嶄新風貌 / 林寶瓊,
林玠瑜合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
版, 1110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釀生
活 ; 3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445-600-0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髮飾 423.59

護理考試叢書. 三, 婦產科護理學 / 羅
惠敏, 王麗雲, 陳碧桑, 林靜佩, 許素
卿, 李小璐, 楊麗絨合著 .-- 九版 .-- 臺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 5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844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婦科護理 2.CST: 產科護理
419.83
新護理考試祕笈. 五, 精神科護理學 /
李盈慧, 陳淑姬, 賴姿如, 李怡賢, 梁
妙儀, 王櫻蓓, 陳宣佑, 徐佩蘭, 林靜
幸, 黃一玲, 陳月娥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 3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840-8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精神科護理 419.85

家政
文具整理術 : 用得順手、方便收藏!
文具控一定要知道的整理收納法 /
福島槙子作 ; 林琬清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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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19-2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家庭佈置 2.CST: 文具 422.5
室內調香師的香氛美學 / 陳冠鈞, 出
色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
文化, 1110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65-09-9 (平裝) NT$480 普
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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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通色彩學 : 四季基因色彩系統診
斷 / 詹惠晶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807-1 (平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衣飾 2.CST: 美容 3.CST: 色彩
學 423

台式修腳教學 / 陳俊吉口述 ; 鄭清婉
編撰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鄭清婉,
11012 .-- 4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588-0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腳 2.CST: 指甲 3.CST: 美容
4.CST: 臺灣 425
整體造型設計與實務 / 黃振生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2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69-4-3 (下冊: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美容 2.CST: 造型藝術 425
TSIA 美甲師專業技能檢定完全攻略
/ 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編著 .-- 三
版 .-- 桃園市 : 建朋企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(建朋文
化 ; BK009) .-- ISBN 978-986-88101-1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指甲 2.CST: 美容 425.6
青木和子的北歐刺繡手札 / 青木和
子著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96 面; 21X19 公分 .-- (愛刺繡 ; 29) .-ISBN 978-986-302-613-6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刺繡 2.CST: 手工藝 426.2
手作人的冬日選材 : 甜美花樣 x 溫暖
手感,分享歡慶季節的無限樂趣 /
BOUTIQUE-SHA 授權 ; 周欣芃, 瞿中
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(Cotton friend 手作誌 ; 55) .-ISBN 978-986-302-614-3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縫紉 2.CST: 手工藝 426.3

小物控愛鉤織!可愛の繡線花樣編織
/ 寺西恵里子著 ; 彭小玲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手作出
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,
11101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(樂.鉤織 ;
15) .-- ISBN 978-957-9623-78-0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編織 2.CST: 手工藝 426.4
達人的手作名牌包 / [藝風堂出版社]
編輯部編企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風
堂出版社, 11012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117-9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手提袋 2.CST: 手工藝 426.7
Dollybird Taiwan. vol.5, Sugar cups 20th
anniversary blythe / Hobby Japan 作 ; 黃
姿頤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2-11-1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洋娃娃 2.CST: 手工藝
426.78
你犯了顛覆臺灣水果釀造的罪 / 寇
延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
23 公分 .-- (catch ; 277) .-- ISBN 978986-0777-82-6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飲食 2.CST: 耕作 3.CST: 農業
4.CST: 生活方式 427
LE CREUSET 鑄鐵鍋精選料理全書 :
道地法式風味蔬食、海鮮、肉類、
麵與米飯、湯品、果醬與麵包 / 茱
莉.蘇凱艾(Julie Soucail)著 ; 賴姵瑜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16 面; 25 公分 .- (Cook50 ; 218) .-- ISBN 978-626-706404-7 (精裝) NT$899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烹飪 427.1
一次學會 100 道世界美味涼拌常備
菜 / 黃經典, 葉光涵合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(Family 健康飲食 ; 44X) .-- ISBN 978626-95425-7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427.1
用電鍋輕鬆做晚餐 / 郭子儀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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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373-615-8 (平裝) 普遍
級

1.CST: 食譜

427.1

白崎茶會的發酵定食 / 白崎裕子作 ;
胡家齊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出版
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12 面;
26 公分 .-- (Joy cooking) .-- ISBN 978986-6210-83-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醱酵 427.1
幸「湖」歲食記. 2021 : 新社區多元
料理 / 盧禹璁, 劉秀珠, 徐鳳嫺文字 .- 高雄市 :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,
11101 .-- 10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5-72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427.1
肥大叔 45 道家常菜煮呷撇步 / 肥大
叔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類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代理,
11012 .-- 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3-613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烹飪 427.1
咱是好朋友! : 從配角到主角,從垃圾
桶到餐桌,一同觀賞小周師操刀設計
107 道新手必學的創意料理舞台! / 周
維民(小周師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; [新北
市]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廚房
Kitchen ; 124) .-- ISBN 978-626-951186-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427.1
家的永恆滋味 : 食物與愛的美味實
踐,慢食教母給女兒的人生 menu / 芬
妮.辛格(Fanny Singer)著 ; 張馨方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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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75-3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烹飪 2.CST: 食譜 427.1
陳聖天(藍天老師)職人手作麵點 / 陳
聖天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 26 公
分 .-- (Cooking ; 12) .-- ISBN 978-9865481-18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427.1
無油煙烤箱菜輕鬆做 : 只需一台烤
箱,海鮮肉類 X 主食 X 點心豐富上桌!
/ 程安琪作 .-- 臺北市 : 食為天文創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21-9-8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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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食譜

427.1

零失敗!新手也能做的蒸烤箱 40 道異
國料理 : 質男主廚張克勤的不藏私
食譜 / 張克勤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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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2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89-6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427.1
減醣地中海料理 : 88 道升級私廚美
味 x 愈吃愈瘦 211 餐盤,天天享瘦幸
福輕鬆煮 / 羅勻吟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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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67-8 (精裝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健康飲食
427.12
居酒屋.餐酒館.酒吧 關東煮料理 :
Modern oden /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;
蔡婷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38-2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日本 427.131
金老佛爺的韓式餐桌 / 金老佛爺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77-93-2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韓國 427.132
圖繪韓國料理 / 露娜.京(Luna Kyung)
著 ; 安芝(Ahnji)繪 ; 黃意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28 面; 22 公分 .-(catch ; 278) .-- ISBN 978-986-0777-949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飲食風俗 3.CST:
韓國 427.132
有閒吂?來食飯! : 桃園客家創意料理
食譜 / 邱子軒, 陳璽文, 盧怡文主編 .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, 財
團法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,
11012 .-- 7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0-52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客家 3.CST: 桃園
市 427.133
Yann Couvreur 的法式甜點手札 : 揚.
庫弗的 76 道精選甜點,無時無刻都享
有美好時光 / 揚.庫弗(Yann Couvreur)

作 ; 林鈺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銀
河文化, 11101 .-- 224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43-4-8 ( 精 裝 )
NT$99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日本名店名廚甜點 / 渡邊明日香著 .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(Baking ; 10) .-- ISBN 978-986-5481-23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打造人氣甜點店 : 接單接著就開店,
甜點師的不浪漫創業學大公開! /
Vicky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
化, 1110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65-08-2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我的天然甜點全書 : 70 道少糖更美
味糕餅.塔派.點心.果醬,善用新鮮好
食材,烘焙滿滿大自然風味 = Natural
baking book / 李恩雅著 ; 林芳伃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288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69-0-9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李志豪法式香甜維也納菓子麵包 /
李志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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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(烘焙職人
系列 ; 12) .-- ISBN 978-626-95643-4-7
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2.CST: 麵包
427.16
李志豪嚴選之味日式手感麵包 / 李
志豪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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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(烘焙職人系列 ;
11) .-- ISBN 978-626-95643-3-0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2.CST: 麵包
427.16
私藏甜點好時光 : 步粉烘焙坊手作
食譜 / 磯谷仁美作 ; 羅淑慧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1-539-9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
1.CST: 點心食譜

427.16

焦糖甜點全圖鑑 : 6 種基礎焦糖技法
解密,可直接吃、當餡料、做裝飾!糖
果 X 餅乾 X 蛋糕 X 塔派,一窺焦糖名
店經典配方 / 皮允姃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30-531-8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愛.甜點 : 沙布蕾、帕芙洛娃、達克
瓦茲 70 道法式人氣派塔 經典 X 低卡
烘焙食譜 / 瓦倫坦.內胡多著 ; 蔡雅琪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1-330-2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極簡甜點工作室!手作餅乾、法式點
心專門書 / 呂昇達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Baking ; 8) .-ISBN 978-986-5481-22-3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經典米食糕點 : 跟著職人學做古早
味粄粿,找回懷念的好滋味 / 徐茂揮,
古麗麗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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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72 面; 23 公
分 .-- (滿足館 Appetite ; 4001) .-- ISBN
978-626-7046-24-1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輕鬆學時尚法式甜點 / 許少宇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4-186-5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魔法甜點.夢幻烘焙變化研究室 : 玩
轉甜點新科學 / 太田佐知香作 ; 林麗
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40-5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高纖素食 營養美味 / 古建邦, 施建瑋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類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代理, 11012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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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614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素食食譜 427.31
國際素食廚神傳授 50 年廚藝美味袐
笈 / 洪銀龍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
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101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(Family
健 康 飲 食 ; 43X) .-- ISBN 978-62695643-2-3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素食食譜 427.31
早粥午飯晚煲湯 / 劉冠麟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4-187-2 (平裝) NT$520 普
遍級
1.CST: 飯粥 2.CST: 湯 3.CST: 食譜
427.35
鐵板燒究極技法全書 / 柴田書店編
著 ; 安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7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84-6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烹飪 2.CST: 食譜 427.8
身心障礙者育兒手冊 / 社團法人中
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編著 .-- 臺北市 :
社團法 人中華 民國 身心障 礙聯盟 ,
11012 .-- 9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18-0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身心障礙者
428
兒科好醫師!最新營養功能醫學. 2 :
預防、治療、照護 : 增強免疫力、
過敏性鼻炎、過敏性蕁麻疹、性早
熟、氣喘、胃食道逆流疾病、口臭、
偏頭痛、大腸激躁症、多發性硬化
症、妥瑞氏症 / 胡文龍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78-7-0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幼兒健康 3.CST:
親職教育 428
親 我是父心漢 / BLUE 藍聖傑著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路流文創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07-1-4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428
親 育兒日記 / BLUE 藍聖傑著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路流文創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07-0-7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
1.CST: 育兒

428

爸媽最安心的嬰幼兒副食品 : 專業
營養師為寶貝量身打造的副食品全
書 / 宋明樺, 林俐岑著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192 面; 22 公分 .-- (Orange Baby ; 12) .- ISBN 978-626-95198-2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小兒營養 3.CST:
食譜 428.3
圖解 0-3 歲感覺統合發展遊戲 / 劉宣
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35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感覺統合訓練
3.CST: 親子遊戲 428.82
打造 0-3 歲寶寶的溝通語言能力 : 讀
寫萌發、社交溝通、語言遊戲 / 黃
瑞珍, 鄭子安, 李卉棋, 黃艾萱, 林姵
妡著 ; 張簡育珊, 廖國翔繪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(溝
通魔法系列 ; 65902) .-- ISBN 978-9860744-55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語言訓練
428.85
最新版!新手媽媽一定要知道的坐好
月子大小事! / 許雅美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30-529-5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婦女健康 2.CST: 產後照護
3.CST: 育兒 4.CST: 食譜 429.13

農業

1.CST: 農業史 2.CST: 食品工業
3.CST: 食品衛生 430.933
田中央的協奏曲 : 東吳大學商學院
田中農旅 = The concerto in the field /
王祥鑫, 王顗瑞, 陳靜雯, 蘇怡萱, 蕭
向凱作 ; 傅祖壇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新
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1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62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農業經濟 2.CST: 農業推廣
3.CST: 彰化縣田中鎮 431.2
蛻變百農卓越農金 / 吳竺郡, 吳欣芳,
莊延捷, 陳怡君, 陳玉麟, 陳柔蓁編
輯 .-- 臺北市 :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2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81-0-0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農業金融 2.CST: 創業 3.CST:
人物志 431.3
北部地區百大青農小故事. 第 5 屆 /
姜金龍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
場, 11012 .-- 80 面; 29 公分 .-- (桃園區
農業改良場特刊 ; 第 59 號) .-- ISBN
978-626-7100-54-7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1.CST: 農民 2.CST: 農業經營 3.CST:
人物志 431.4
水災災情資訊整合與複合積淹水預
警指標研擬與應用 = Survey service
group of flood events in 2019 / 國立成
功大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
部水利署, 11012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3-230-3 ( 平 裝 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水災 2.CST: 防洪 3.CST: 自動
化 4.CST: 災害應變計畫 433.16

每日餐桌的#食農關鍵字 / 番紅花, 陳
玠廷, 袁櫻珊, 洪愛珠, 藍保, 黃紋綺,
邱經堯, 陳耀訓, 徐仲作 .-- 新竹市 :
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, 11012 .-8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61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農村教育 2.CST: 永續農業
3.CST: 農業經濟 4.CST: 文集
430.31

提升水災防災及淹水警戒效能 =
Improve of the flood prevent and the
inundation warning system effectiveness
/ 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,
11012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41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水災 2.CST: 防洪 3.CST: 自動
化 433.16

*Me too 智慧飲食 = Me too@smart
dietarian / 王裕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國立臺灣大學磯永吉學會,
11012 .-- 4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3182-9-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
作物病害之非農藥防治實務專書 /
謝廷芳, 安寶貞, 林筑蘋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
業試驗所, 11012 .-- 238 面; 26 公分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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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626-7100-33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植物病蟲害 2.CST: 農作物
3.CST: 文集 433.407
水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研究成果
報告. 109 年度 / 呂惠鈴, 徐慈鴻, 黃
慶文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行
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
所, 11012 .-- 9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0-31-8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農藥 2.CST: 檢驗 3.CST: 水果
433.73
蔬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研究成果
報告. 109 年度 / 呂惠鈴, 徐慈鴻, 黃
慶文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行
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
所, 11012 .-- 14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0-30-1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1.CST: 農藥 2.CST: 檢驗 3.CST: 蔬菜
433.73
大雜糧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專刊 /
吳昭慧, 孫銘賢, 陳立儀, 陳國憲, 陳
勵勤, 黃涵靈, 謝禮臣作 ; 吳昭慧, 許
涵鈞主編 .-- 臺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
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, 11012 .-- 78
面; 29 公分 .-- (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技
術專刊 ; 176) .-- ISBN 978-626-710026-4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農作物 2.CST: 禾穀 3.CST: 產
銷管理 4.CST: 文集 434.1107
品味上的貴族 : 王德傳的雲南普洱
茶 / 王俊欽口述 ; 周敏採訪撰文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
公司, 王德傳茶莊, 11012 .-- 164 面; 21
公分 .-- (智富天下 ; 12) .-- ISBN 978986-398-736-9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王德傳茶莊 2.CST: 茶葉
3.CST: 製茶 4.CST: 茶藝 434.181
親手種植採集入菜.香草運用完全指
南 : 廚房必備香草自種應用有這本
就 夠 了 ! / 史 托 瑞 出 版 社 (Storey
Publishing)著 ; 張家瑞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Circle ;
8) .-- ISBN 978-986-5496-59-3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香料作物 2.CST: 食用植物
3.CST: 栽培 434.193

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 / 王怡惠, 陳
文立, 黃文瀚, 廖英杰編輯.編註 ; 林
英俊譯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史
館, 11012 .-- 冊 .-- (宜蘭文獻叢刊 ;
45) .-- ISBN 978-986-5418-70-0 (全套:
精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農業水利 2.CST: 水利工程
3.CST: 宜蘭縣 434.257
蔬菜育苗智慧化產銷管理導入手冊 /
蔡瑜卿, 林進德, 薛佑光, 張倚瓏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, 11012 .-- 1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325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植物育種 2.CST: 產銷管理
3.CST: 蔬菜 434.28
黃金泡菜的兩種做法 / 吳睿保著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博毓食農教育學園,
11102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(田園妙
事 ; 2) .-- ISBN 978-986-06146-2-6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蔬菜 2.CST: 栽培 3.CST: 食譜
435.2
*花言花語 : 李增宗 88 獻禮 = The
present on my 88 birthday / 李增宗 .-臺中市 : 李增宗, 11012 .-- 176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95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花卉 2.CST: 民間故事 3.CST:
神話 435.4
臺丹麥農業淨零視訊國際研討會論
文集. 2021 年. II = 2021 Taiwan and
Denmark bilateral net zero agriculture
international webinar proceedings II / 莊
老達等作 ; 林正斌, 張以恆, 田憓萍主
編 .-- 臺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
產試驗所, 11012 .-- 157 面; 30 公分 .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 978-6267100-40-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畜產 2.CST: 永續農業 3.CST:
文集 437.107
保健飼料添加物功效試驗指引 / 李
國華, 林幼君, 施柏齡, 涂榮珍, 陳綵
慈, 廖宗文, 廖仁寶, 劉芳爵, 盧欣怡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行政院農業委
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, 11012 .-11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43-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飼料 2.CST: 實驗研究
437.115

鳥 類 基 礎 臨 床 手 冊 / John Chitty,
Deborah Monks 原編著 ; 李彥霖, 李啟
文, 李照陽, 李悦裳, 林依儒, 林伽欣,
祈偉廉, 吳弘毅, 吳芃億, 洪珮驊, 凃
潔明, 唐楷軒, 陳瑞雄, 陳室崧, 陳亭,
莊國賓, 張能輝, 黃久珍, 楊俊宏, 賴
湶敬, 謝智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狗腳印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70 面;
29 公分 .-- (BSAVA 系列 叢書 ) .-ISBN 978-626-95207-1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獸醫學 2.CST: 鳥類 437.2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年報. 2020
=
Fisheries
Agency,Council
of
Agriculture,Executive Yuan 2020 annual
report / 繆自昌, 焦正清, 劉家禎, 陳汾
蘭, 陳文深, 周淑幸, 陳昭慧, 鍾文正,
楊文賢, 陳彥臻編輯委員 .-- 高雄市 :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, 11012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41-7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1.CST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
438.21061

貓科常見疾病診斷手冊 = Diagnosis
manual of common feline diseases / 柯亞
彤編著 .-- 臺中市 : 台灣宇雄國際生
醫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120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106-1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獸醫學 2.CST: 診斷學 3.CST:
貓科 437.255

短鰭黃鱲鰺繁養殖技術及疾病介紹 /
朱永桐, 涂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,
1110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(水產動物
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 ; 24) .-- ISBN
978-626-7100-47-9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魚產養殖 2.CST: 疾病防制
438.51

牛轉乾坤.犇向幸福 / 溫秀嬌主編 .-臺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
驗所, 11012 .-- 2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0-29-5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養牛 2.CST: 家畜飼養 3.CST:
家畜管理 437.314

新世代養殖生力軍. IV : 12 位養青的
奮游人生 / 林宗善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,
11012 .-- 10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035-0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水產養殖 2.CST: 人物志
438.6

家禽場疾病監測的實務與應用 : 白
色/有色肉雞篇 / 陳冠鈞, 王思文, 廖
秀津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
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,
11012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(家禽場衛
生管理手冊 ; 34) .-- ISBN 978-6267100-51-6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雞 2.CST: 家禽病理學 3.CST:
疾病監測 4.CST: 疾病防制 437.708

漁電共生養殖技術應用手冊. 上 : 文
蛤、吳郭魚、泰國蝦、虱目魚 / 王
騰巍, 周昱翰, 張秉宏, 郭裔培, 陳哲
俊, 楊順德, 葉信利, 陳韋辰著 .-- 基隆
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,
11012 .-- 148 面; 21 公分 .-- (水產試驗
所技術手冊 ; 15) .-- ISBN 978-6267100-49-3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水產養殖 2.CST: 手冊
438.6026

蛋中雞飼養管理手冊 / 林正鏞, 洪哲
明, 蔡銘洋執行編輯 .-- 臺南市 : 行政
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, 11012 .-10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36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雞 2.CST: 家禽飼養 3.CST: 手
冊 437.714026
文鳥的幸福飼育指南 / 汐崎隼作 ; 蔡
婷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27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91-4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文鳥科 2.CST: 寵物飼養
437.7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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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用淡水長臂大蝦繁養殖手冊 =
Giant river shrimp breeding and culture /
于乃衡主編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水
產種苗協會, 1101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 (專刊 ; 23) .-- ISBN 978-986-90302-6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水產養殖 2.CST: 蝦 438.662
農產加工不藏私 : 給加工初心者的
入門筆記 /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
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農
村發展基金會, 11101 .-- 1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659-9-5 (平裝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農產品加工 2.CST: 個案研究
439

起司品味圖鑑 : 一生必吃一次的 101
種起司 / 陳韾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
面; 23 公分 .-- (看懂一本通 ; 13) .-ISBN 978-626-320-049-4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乳品加工 2.CST: 乳酪
439.613

工程
實現自己的材料庫 : Abaqus UMAT
於計算力學之應用 / 黃仲偉, 吳泓錡,
張慰慈, 鄭翊良, 楊文嘉, 游濟華, 陳
俊杉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
灣大學出版中心 : 國立臺灣大學發
行, 11101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0-560-0 (平裝) NT$650 普
遍級
1.CST: 電腦輔助設計 2.CST: 電腦輔
助製造 3.CST: 材料力學 440.029
看圖讀懂結構力學 / 高木任之作 ; 陳
銘博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(科學視界 ; 267) .-- ISBN 978-9865408-80-0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結構力學 440.15
臺 灣 地 殼 變 形 論 文 集 = Taiwanese
crustal deformation essays .-- 新北市 :
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, 11012 .-- 1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43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大地測量術 2.CST: 地殼
3.CST: 文集 4.CST: 臺灣 440.9207
建築結構系統 / 陳啓中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局, 11102 .-- 41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05-6313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結構工程 2.CST: 結構力學
441.21
*第十八屆臺灣建築論壇論文與演講
專輯 : 傳承 50 飛躍 50+ : 2021 第 50
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.-- 臺北市 : 中
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, 11012 .-- 3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226-50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 2.CST: 文集 441.307
臺中市歷史建築「第四市場」修復
工程工作報告書 / 洪仰政計畫主持 ;
陳拓男協同主持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
市 :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, 11012 .-- 696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684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市場 2.CST: 歷史性建築
3.CST: 古蹟修護 4.CST: 臺中市
441.447
3D 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/ 謝仰泰著 .-十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局, 11101 .-3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05632-0 (平裝) NT$990 普遍級
1.CST: 營建法規 2.CST: 建築物構造
441.51
營建法令輯要. 110 年度 / 詹氏書局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局,
11101 .-- 9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05-630-6 (精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營建法規 441.51
營 建 專 案 管 理 實 務 = Construction
project management practice / 吳繼熊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局,
11101 .-- 1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05-633-7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營建管理 2.CST: 專案管理
441.529
仿製材質活用大全 : 掌握設計、工
法與收邊,打敗預算創造效果最大值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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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8-777-8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材料 2.CST: 模仿
441.53
建材疑難全解指南 500 Q&A : 終於學
會裝潢建材就要這樣用,住得才安心!
從挑選、用途、價格、設計、施工、
驗收到清潔疑問,全部都有解 / 漂亮
家居編輯部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(solution ; 136) .-ISBN 978-986-408-778-5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材料 441.53
圖解 RC 造+S 造練習入門 : 一次精通
鋼筋混凝土造+鋼骨造的基本知識、
應用和計算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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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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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藝術叢書 ; F11039X) .-ISBN 978-626-315-072-0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鋼筋混凝土 2.CST: 結構工程
441.557
校園降溫與節能規劃指南 / 財團法
人台灣建築中心編撰 .-- 第 1 版 .-- 臺
北市 : 臺北市政府, 11101 .-- 93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77-7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節能 2.CST: 公共建築
3.CST: 校園 441.577
綠建築評估手冊 : 建築能效評估系
統 =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manual :
building energy-efficiency rating system
/ 林憲德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內政部建築研究所, 11012 .-- 21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80-1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綠建築 2.CST: 建築節能
441.577
工業配管原理與實務 / 徐文雄編著 .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31-1 (平裝) NT$580 普
遍級
1.CST: 配管 2.CST: 管道工程
441.618
南方澳跨港大橋重建紀錄. 貳 / 工程
科, 勞安科, 設計科, 秘書室, 第三工
務段,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
司,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, 太
乙媒體事業有限公司撰文 .-- 宜蘭縣
蘇澳鎮 :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
改善工程處, 11101 .-- 14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59-3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橋樑工程 441.8
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
北屯線工程總報告書 / 于樂華, 方興,
毛夢卿, 王文龍, 王仁男, 王志正, 王
昌昀, 王明俊, 王昭榕, 王知民, 王俊
欽, 王南傑, 王聖翔, 王儀平, 王塵, 甘
廣飛, 何宗軒, 呂麗容, 沈文修, 李素
娟, 李孟哲, 李立渠, 李炳宗, 李建德,
李建春, 李明錡, 李正忠, 李欣語, 李
善銘, 余貴益, 林淑燕, 林瑞隆, 林文
祺, 林建仁, 林泰翔, 林琛瓊, 林家煌,
林瑞慶, 林仁政, 林啟義, 林俊瑩, 林
素鳳, 林昌漢, 林群凱, 邱順達, 邱華
悠, 邱智顯, 周美君, 周延聲, 周俊廷,

周世煌, 紀幸亨, 侯宗成, 侯世傑, 洪
少波, 洪崇坤, 洪顯宗, 洪詠傑, 姚蔚
齡, 徐春進, 高玉瓏, 高子麟, 高文煌,
徐淑慧, 孫昫昫, 莊蕙霞, 張束珍, 張
元龍, 張永昌, 張巧玲, 張美君, 張輝
隆, 張國村, 張清亮, 張康德, 張彤暉,
馮曉岱, 梁中成, 梁志全, 許琮棋, 郭
家和, 郭連琪, 陳柏穎, 陳集成, 陳春
蓉, 陳武璋, 陳來和, 陳泰之, 陳洪業,
陳銘峰, 陳泓堯, 陳虞仁, 陳銘峰, 陳
聯獻, 葉受榮, 童丰, 曾明月, 曾芳雄,
曾茂隆, 游飛龍, 游韻篁, 程洛頤, 程
威龍, 費永亮, 黃仲宜, 黃怡超, 黃作
元, 黃常震, 黃智強, 黃雅琪, 黃惠妮,
黃毓麟, 黃順秋, 黃書藏, 楊士賢, 楊
菁容, 楊啟宏, 楊孟仁, 詹益創, 彭冠
智, 湯文慧, 靳其偉, 廖純璋, 劉明, 劉
娟娟, 劉紹華, 劉哲君, 簡偉州, 簡維
德, 趙啟迪, 熊煥愷, 衛逸群, 鄭安良,
鄭邦莉, 蕭輔傑, 賴川生, 賴永適, 賴
娟鳳, 賴榮吉, 賴郁文, 魏竹星, 謝采
洵, 羅城, 顏坤鴻, 蘇家淇撰稿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12 .- 9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2-78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捷運工程 2.CST: 大眾捷運系
統 442.96

花蓮縣一般性海堤風險評估(1/2)成
果 報 告 書 . 110 年 度 = The risk
assessment on sea dikes of Hualien
County in 2021 (1/2) / 國立臺灣海洋大
學編著 .-- 花蓮市 : 經濟部水利署第
九河川局, 11012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3-225-9 (平裝附光
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海岸工程 2.CST: 環境監測
443.3

水利產業展覽媒合推動計畫. 110 年
度 / 丞閎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編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,
1101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37-2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水利工程 2.CST: 產業發展
3.CST: 國際行銷 443

水庫有害藻類監測技術創新與提升
及新型藻毒素處理評析研究 =
Innovative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for
harmful cyanobacteria and emerging
cyanotoxins in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
/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.-- 臺北市 : 經濟
部水利署, 11012 .-- 35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3-248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水庫 2.CST: 環境監測 443.6

水利產業國際論壇與交流推動計畫.
110 年度 =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
industry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
business matchmaking / 財團法人商業
發展研究院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23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36-5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水利工程 2.CST: 產業發展
3.CST: 國際交流 443
水利產業發展之推動計畫 = Water
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
project /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
1101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54-9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水利工程 2.CST: 產業發展
3.CST: 產業政策 443

NbS 於防洪減災之推動指引及案例
研析 = Guidelines and case studies on
the promotion of flood mitigation and
disaster reduction based on NbS / 巫孟
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經濟部水
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, 11012 .-- 53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39-6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防洪 2.CST: 防洪工程 443.6
水利社群交流平臺計畫. 110 年 / 社
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編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,
11012 .-- 5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38-9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河川 2.CST: 知識社群 3.CST:
水資源保育 443.6

水庫集水區保育策略及技術服務團
(1/2). 110-111 年 / 經濟部水利署, 中
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 7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23-5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集水區 2.CST: 水資源保育
443.6
水情影像監視站維運管理與雲端平
台服務計畫. 110 年 = Maintenance and
management of water image monitoring
station and cloud platform plan in 2021 /
準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創景系
統工程有限公司編著 .-- 臺北市 : 經
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200 面; 30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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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32-7 (平裝附
數位影音光碟) 普遍級
1.CST: 防洪 2.CST: 災害應變計畫
3.CST: 自動化 443.6
次世代水利防災決策輔助系統升級
建置. 110 年 = The upgrade build for the
next generation flood disaster prevention
and relief aiding system on 2021 / 國家
中山科學研究院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30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47-1 (平
裝) NT$760 普遍級
1.CST: 防洪 2.CST: 自動化 3.CST: 災
害應變計畫 443.6
秀 姑巒 溪流域 河川 情勢調查 計畫 .
(1/3) = Investigation of current status in
Xiuguluan River (1/3) / 禹安工程顧問
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花蓮市 : 經濟
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, 11012 .-- 70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53-2 (平
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河川工程 443.6
花蓮溪水系大斷面測量成果報告書
= The achievement report of a crosssection survey plan for the Hualien river
/ 佳韋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.-- 花蓮市 :
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, 11012 .-5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51-8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河川工程 2.CST: 地形測量
443.6
洪水預警服務支援及智慧防汛系統
研發應用. 110 年 = Development and
application of flood warning service and
intelligent flood prevention system in
2020 /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 3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26-6 (平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防洪 2.CST: 決策支援系統
443.6
馬佛溪河川生態廊道與國土綠網串
聯規劃. (2/2) = Regulation planning of
Ma-Fo River ecological corridor and the
connection of 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
(2/2) /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經濟部水利署
第九河川局, 11012 .-- 4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57-0 (平裝附
光碟片) 普遍級

1.CST: 河川工程 2.CST: 生態工法
3.CST: 棲息地 4.CST: 地理資訊系統
443.6029
移動式抽水機遠端監控資訊介接管
理平台維護及提升 = The project of
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for
remote monitoring information interface
management platform of mobile pump /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125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62-4 (平
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防災工程 2.CST: 抽水機
443.62
極短期降雨分析監控及預警 = 3 to 6
hours
extreme
rainfall
analysis
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/ 台灣整
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35-8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防洪 2.CST: 降水量 443.62
彰化縣與屏東縣類神經網路淹水預
報 系 統 建 置 = Developing artificial
neural network flood forecast systems for
Changhua County and Pingtung County /
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
11012 .-- 22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60-0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
NT$800 普遍級
1.CST: 防洪 2.CST: 自動化 3.CST: 神
經網路 443.62
臺中水水 DER / 馬名謙, 林志鴻, 連
昭榮, 盧宜豐, 丁居正, 柯玉川, 陳世
玉, 陳俊宏, 陳峻陞, 許銘元, 林漢昌,
林殷瑋, 林豊雄, 黃柏彰, 劉吉豐, 鄭
嘉寬編輯委員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
府水利局, 11101 .-- 9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1-67-7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臺中市水利局 2.CST: 水利工
程 443.6933
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保育調配與即
時水情預警模式建置 = Conservation
and alloc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
and development of real-time alert level
early warming system in Jhoushui River
alluvial fan / 林宏奕計畫主持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
劃試驗所, 11012 .-- 313 面; 30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533-227-3 (平裝附光
碟片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地下水 2.CST: 水資源管理
443.8
訊號分離技術應用於濁水溪沖積扇
區域地下水文地質參數與抽補量推
估 = Application of signal decomposition
techniques to estimate hydrogeological
parameters in Choushui River alluvial fan
/ 余化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經
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, 11012 .- 3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28-0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地下水 2.CST: 水資源管理
3.CST: 水文地質學 443.86
圖解 2603 種機械裝置 / 湯瑪斯.沃特.
巴柏(Thomas Walter Barber)著 ; 牛羿
筑, 連聰政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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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0-205-0 (平裝) NT$880 普遍級
1.CST: 機動學 2.CST: 機械設計
446.013
飛行的奧義 : 時間、地理、科學,詩
人飛行員探索天地奧祕的自然觀察 /
馬 克 . 凡 霍 納 克 (Mark Vanhoenacker)
作 ; 呂奕欣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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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 ;
FS0059X) .-- ISBN 978-626-315-071-3
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飛行 2.CST: 航空學 3.CST: 通
俗作品 447.55
電工法規 / 黃文良, 楊源誠, 蕭盈璋編
著 .-- 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24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41-0 (平裝附
光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電機工程 2.CST: 法規
448.023
離岸風力發電場建構工程操作概論 /
Jochem Tacx 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立
達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232 面 ; 28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093-1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發電廠 2.CST: 風力發電
448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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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建構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 /
王釿鋊, 劉致峻, 邱炳嶔, 吳再益, 林
茂文, 陳建緯, 陳明燕, 江茂雄, 簡于
萱, 林俊華, 石瑤階, 洪向民, 趙國華,
呂理安, 林進聰, 高昕瑋, 曹雄智, 吳
中書, 彭勝本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中技社, 11012 .-- 15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28-2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風力發電 2.CST: 再生能源
3.CST: 產業發展 4.CST: 臺灣
448.165
微電子學 / Behzad Razavi 原著 ; 陳育
鑽, 鄭建民, 鄭錦隆, 林奎至, 黃啟貞,
呂明峰, 陳俊榮, 吳東旭, 李民慶, 王
清松, 劉偉行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307-7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微電子學 448.6
微電子工程專題成果發表研討會論
文集. 2021 第十六屆 / 國立高雄科技
大學半導體工程系編輯 .-- 高雄市 :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, 11012 .-- 5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0-3-7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子學 2.CST: 文集
448.607
M2K SCOPY : 電路設計、模擬測試、
硬體裝置與除錯 / 陳雲潮編著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2-83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積體電路 2.CST: 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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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DSTAR / 邱顯皇, 舒福壽, 朱
玉鳳, 鄭嘯龍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91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印刷電路 2.CST: 考試指南
448.62
Altium Designer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 /
張義和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16 面;
26 公分 .-- 疫後拼經濟版 .-- ISBN
978-626-328-032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路 2.CST: 電腦輔助設計
3.CST: 電腦程式 448.62029

半導體元件物理與製程 : 理論與實
務 = Semiconductor device physics and
process integration : theory & practice /
劉傳璽, 陳進來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514-3 (平裝) NT$730 普遍級
1.CST: 半導體 448.65
訊號與系統 / 余兆棠, 李志鵬,許崇宜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滄海圖書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0-3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通訊工程 2.CST: 系統分析
448.7
App Inventor 2 互 動 例 教 本
Android/iOS 雙平台增訂 / 蔡宜坦作 .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2-698-0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行動電話 2.CST: 行動資訊
3.CST: 軟體研發 448.845029
樂高機器人創意寶典 : 128 種絕妙新
組合 / 五十川芳仁原著 ; 曾吉弘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59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玩具 2.CST: 機器人 448.992
機器人環境感知與控制技術 / 王耀
南, 梁橋康, 朱江等編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96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57-592-761-5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2.CST: 系統設計
448.992
攀爬機器人技術 / 房立金, 魏永樂, 陶
廣宏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
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6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592-762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448.992
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. 110 年 = 2021
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response
robot /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65-5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400
普遍級

1.CST: 機器人 2.CST: 電腦程式設計
448.992029

1.CST: 水淨化 2.CST: 水資源管理
445.2

輻射災害第一線應變人員手冊 / 李
綺思, 黃俊源, 蘇軒銳, 林貞絢, 賴佳
琳編輯 .-- 2 版 .-- 新北市 : 行政院原
子能委員會, 11012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7-78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核能汙染 2.CST: 輻射偵測
3.CST: 輻射防護 449.83

廢水生物處理技術 : 程序與設計 /
Clifford D. Randoll, Larry W. Benefield
原著 ; 楊磊, 莊德豐, 荊樹人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4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2-86-5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汙水處理 445.46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
6 年 1G 光電計畫推動建築物設置太
陽光電設施計畫成果專輯 =
Photovoltaic system building installation
project achievement portolo / 陳海通, 劉
中昂, 曾品杰, 趙慶昇, 吳承洲, 陳婉
文, 鍾博任撰稿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
府工務局, 1101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5-70-4 ( 精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市政工程 2.CST: 太陽能發電
3.CST: 高雄市 445.133/131
高雄綠境 : 城市醫美行動成果專輯 =
Kaohsiung green wonderland / 蘇俊傑,
鄭君地, 趙寶貞, 陳駿祥編審 .-- 高雄
市 :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, 11101 .- 10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5-74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市政工程 2.CST: 都市更新
3.CST: 都市美化 4.CST: 高雄市
445.133/131
提升自來水承裝考驗制度及考驗實
務計畫. 110 年度 = 2021 advancement
of water supply pipeline technician and
contractor management and water supply
enterprise technician National Certificate
Examination Practice / 弘光科技大學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,
11012 .-- 19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46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給水工程 2.CST: 證照制度
445.2
緊急淨水設備精進及支援服務 = The
advancement of emergency water
treatment system and support service / 財
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 1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63-1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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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音與振動 / 楊振峰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802-6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噪音 2.CST: 振動 445.95
海洋廢棄物管理工作成果年報. 110
年 = 2021 annual report of marine debris
management /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
編著 .-- 高雄市 :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
育署, 11012 .-- 8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7-74-6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廢棄物處理 2.CST: 廢棄物利
用 3.CST: 海洋汙染 4.CST: 海洋環境
保護 445.97
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
因應與商機 / 莫冬立, 余志達, 趙家緯,
林泉興, 黃奕儒, 賴靜仙, 楊水定, 黃
義協, 陳宗逸, 郭博堯, 郭佳韋作 .-[臺北市] : 財團法人中技社, 11012 .-198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628-3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環境保護 2.CST: 能源政策
3.CST: 產業發展 445.9907

應用化學；化工
如何深化化工教育之產學合作 / 楊
顯整, 林志龍, 張瑞閔, 林右人, 余芳
瑋, 陳蕾伊編撰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中技社, 11012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28-1-7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化學工程 2.CST: 產學合作
3.CST: 高等教育 4.CST: 臺灣 460
未來食物大預報 : 後疫時代的食品
優化、新時代包裝、烹調體驗與數
據結合 AI 應用趨勢 / 田中宏隆, 岡田
亜希子, 瀬川明秀, 外村仁作 ; 張嘉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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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6-32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食品工業 2.CST: 食品科學
3.CST: 技術發展 463

1.CST: 肥皂

466.4

1.CST: 餐飲業 2.CST: 小吃 3.CST: 高
雄市 483.8

製造

餐飲成本控制 / 李蓓芬, 曾瓊慧, 吳柏
萱, 陳國勝, 鄧旭茹, 吳蕙君, 陳秀芬,
李杰奎, 趙延芳, 許育嘉, 林漢明合
著 .-- 六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62-839-2 ( 平 裝 )
NT$375 普遍級
1.CST: 餐飲管理 2.CST: 成本控制
483.8

食物學原理 / 施明智編著 .-- 第四
版 .-- 新 北 市 : 藝 軒 圖 書 出 版 社 ,
11102 .-- 5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4-034-0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食品科學 463

不吝紙教 : 紙的文化與創意教材 / 林
政言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林政言,
11012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69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造紙 2.CST: 造紙工業 3.CST:
歷史 476

新編食物學原理 / 陳肅霖, 徐近平, 蔡
文騰, 劉佳玲, 徐永鑫, 黃湞鈺, 江孟
燦, 江淑華, 黃千純, 林志城合著 .-- 六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38-5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食品科學 463

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/
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2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066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印刷術 477

用腦品酒 : 從新手到資深玩家都受
用的「科學化葡萄酒品飲訓練」,透
過外觀、香氣、口感逐步分析,全方
位掌握喝酒帶來的感官訊息! / 中本
聰文, 石田博作 ; 平田利之繪 ; 陳匡
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379-8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葡萄酒 2.CST: 品酒 463.814
「染料」的前世與今生 : 染料發展
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 / 臺唐工業股
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[臺北市] : 臺唐工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95-0-3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染料 2.CST: 歷史 465.09
一次學會最強渲染技法!季芸老師渲
染皂教室 : 圖解教學 x 色彩配搭 x 滋
潤配方,30 款美麗好洗手工皂提案 /
季芸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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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9-68-5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肥皂 466.4
如珠寶般璀璨 : 絕美晶透寶石皂 / 木
下和美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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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12 面; 25 公分 .-- (愛生
活 ; 118) .-- ISBN 978-986-5520-59-5
(平裝) 普遍級

休閒運動設施規劃與管理 / 沈易利,
陳昌顯, 王慶堂, 謝文凱, 吳穌, 陳子
洋, 陳金盈, 陳思穎, 邱炳坤, 林月枝,
蔡正育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32-3 (平裝)
NT$375 普遍級
1.CST: 運動產業 2.CST: 企業管理
479.2

商業；各種營業
茶產業的文化底蘊與創新營銷 / 劉
宜君, 劉淑娟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4205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茶葉 2.CST: 農業經濟 3.CST:
行銷策略 4.CST: 文集 481.6
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/ 江敏慧, 嚴如
鈺, 廖郁雯, 黃寶元, 劉姚伶, 鄧旭茹,
袁文祥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34-7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菜單 2.CST: 設計 3.CST: 成本
控制 4.CST: 餐飲業管理 483.8
雄好呷 : 高雄 111 家小吃慢食、至情
至性的尋味記錄 / 郭銘哲著 .--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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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103-2 (平裝)
NT$46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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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光臨町中華 : 昭和時代最懷念
的味道 / 北尾杜呂著 ; 林詠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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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Eureka 文庫版 ; ME2102) .- ISBN 978-986-0767-64-3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餐飲業 2.CST: 日本 483.8
全球生產網絡與中國科技產業區域
建構 : 北京與長三角研究 = Global
production network and hi-tech industry
reg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: study on
Beijing and Yangtze Delta / 周志龍, 金
家禾, 陳台智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鄉村展望學會, 11102 .-- 18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2-0-9 (平
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科技業 2.CST: 產業政策
3.CST: 產業發展 4.CST: 中國 484
台灣半導體產業面對國際政經環境
變動的挑戰及因應 / 史欽泰, 高長, 金
聯舫, 蘇孟宗, 彭茂榮, 江柏風, 黃慧
修, 葉長城, 簡錦漢, 王文娟, 陳馨蕙,
白宗城, 葉國俊, 梁凱惟作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中技社, 11012 .-- 21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44-8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半導體工業 2.CST: 產業發展
3.CST: 市場分析 4.CST: 臺灣
484.51
獲利至上 : 你的一舉一動,都是他們
的 賺 錢 工 具 !Meta 集 團
(Facebook,Instagram,WhatsApp)稱霸全
球的經營黑幕 / 希拉.法蘭柯(Sheera
Frenkel), 希西莉雅.康(Cecilia Kang)作 ;
陳柔含, 謝維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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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(地球觀 ; 68) .--

ISBN 978-986-384-650-5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Meta 2.CST: 科技業 3.CST: 網
路社群 4.CST: 企業經營 5.CST: 美國
484.6
寶石鑑定師先修班 / 宋于蘋著 .-- 新
北市 : 宋于蘋, 11103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39-9 (平裝)
NT$498 普遍級
1.CST: 寶石鑑定 486.8
智慧製造轉型指引手冊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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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254-93-2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製造業 2.CST: 資訊技術
3.CST: 生產自動化 487

1.CST: 亞馬遜網路書店
(Amazon.com) 2.CST: 電子商務
3.CST: 企業經營 4.CST: 報導文學
490.29
智 慧 電 子 商 務 研 究 . IV = Smart
electronic commerce / 邱兆民主編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
商務研究中心, 11012 .-- 3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6-7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電子商務 490.29
電子商務 : 應用與科技發展 / 欒斌,
劉芳怡, 陳苡任合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市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50-2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子商務 490.29

賣書成癡的真心告白 / 馬丁.萊瑟姆
(Martin Latham)著 ; 胡洲賢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96 面; 21 公
分 .-- (知識叢書 ; 1109) .-- ISBN 978957-13-9857-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書業 487.6

網路開店 X 拍賣王 : 蝦皮來了 / 文淵
閣工作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60-5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子商務 2.CST: 電子商店
3.CST: 拍賣 4.CST: 創業 490.29

觀光餐旅業導論完全攻略 / 高芬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8 面; 21
公分 .-- 升科大四技 .-- ISBN 978-986520-828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餐旅業 2.CST: 餐旅管理
489.2

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22 / 華品文化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行銷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5-1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企業家 2.CST: 企業經營
3.CST: 創業 490.99

商學
ESG 與 CSR : 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祕
笈 / 李建興, 中華財務管理科技學會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2-9-9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社會學 2.CST: 企業管理
3.CST: 永續發展 490.15
一鍵購買 : 私營經濟體亞馬遜如何
重塑美國 / 艾立克. 麥吉里斯(Alec
MacGillis)著 ; 張家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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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110-0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
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
機. 2 / 林玉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華藝創 意文化 出版 事業有 限公司 ,
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536-9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企業家 2.CST: 企業經營
3.CST: 創業 490.99
創業家超圖解 : 從卡內基到比爾蓋
茲,從迪士尼、賈伯斯到馬斯克,一眼
看懂地表最強企業家的致勝思維! /
鈴木博毅作 ; Taki Rei(たきれい)繪 ;
張嘉芬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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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46-8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企業家 2.CST: 企業經營
3.CST: 創業 4.CST: 職場成功法
490.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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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務管理與法律基礎 / 李清潭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654-5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商業法規 2.CST: 企業法規
3.CST: 商業管理 492.4
不跑業務的時代 : 遠距推銷的 48 個
法則 : 懶得跑業務、不想跑業務,依
然創造頂尖業績。怎麼做到?讓 20
年遠距銷售經驗專家告訴你。 / 菊
原智明著 ; 林佑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 389) .-- ISBN 978626-7041-85-7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銷售 2.CST: 行銷策略 3.CST:
網路行銷 496
企業花大錢諮詢的 WGSN 流行商機
課 / Gwyneth Holland, Rae Jones 著 ; 蘇
威任, 王淑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原點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84-04-5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行銷策略 2.CST: 品牌行銷
496
行銷管理 : 綱要與評量 / 汪志堅, 陳
才, 吳碧珠, 張淑楨, 周峰莎, 張惠真,
楊燕枝合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46-5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行銷管理 496
頂尖銷售員的 IG 力 / 艸谷真由著 ;
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05-4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網路行銷 2.CST: 網路社群
496
掌握社群行銷 : 引爆網路原子彈 / 黃
逸旻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68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網路行銷 2.CST: 網路社群
496
黑手行銷 : 廠牌定位 X 品牌管理,提
升企業經營績效 / 黃敏仁著 .-- 初
版 .-- 嘉義縣民雄鄉 : 國立中正大學
企業管理學系, 11012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5-7-0 (平裝)
NT$399 普遍級
1.CST: 品牌 2.CST: 品牌行銷 3.CST:
製造業 4.CST: 中小企業 496
解析行銷管理 : 圖解與筆記 / 曾光華,
饒怡雲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前程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10 面;
23 公分 .-- (圖像學習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06796-8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行銷管理 496
消費者行為 = Consumer behavior / 林
建煌著 .-- 七版 .-- [桃園市] : 林建煌
出版 ;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總經銷, 11101 .-- 617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85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消費者行為 2.CST: 消費心理
學 496.34
消 費 者 行 為 概 論 = Introduction to
consumer behavior / 林建煌著 .-- 六
版 .-- [桃園市] : 林建煌出版 ; 臺北市 :
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,
11101 .-- 46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586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消費者行為 2.CST: 消費心理
學 496.34
絕對成交!業務聖經 : 全面剖析銷售
流程,打造最強成交力 / 大塚壽著 ; 曾
瀞玉,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7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86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銷售 2.CST: 銷售員 3.CST: 職
場成功法 496.5
感懷久久芬芳 / 賴東明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經典, 11101 .-- 150 面;
23 公分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95350-0-2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廣告業 2.CST: 文集 497.07
聽見客戶心聲的 D2C 銷售模式 : 打
造特色產品,鎖定特定族群,以優質互
動建立客戶忠誠度 / 角間實著 ; 葉廷
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102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(認真職
場 ; 18) .-- ISBN 978-986-06783-6-9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網路購物 2.CST: 電子商務
3.CST: 創業 498.96

WFH 在家工作的成功祕訣 / 羅伯特.
格 雷 瑟 (Robert Glazer), 米 克 . 史 隆
(Mick Sloan)著 ; 孟令函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415-3 (平裝) NT$390 普
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電子辦公室
494
人與績效 : 杜拉克論管理精華 / 彼得.
杜拉克(Peter F. Drucker)作 ; 洪世民
譯 .-- 臺北市 :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504 面; 22 公分 .-- (跨世
紀大師彼得.杜拉克全集 ; 14) .-- ISBN
978-626-95064-7-7 (精裝) NT$560 普
遍級
1.CST: 管理科學 494
台灣中小企業管理個案集系列. 2 / 王
勝本, 吳裕田, 林文盛, 施松吉, 洪哲
耀, 范秋鐵, 許溫德, 陳義銘, 黃振祥,
謝奇峯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
局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3-144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小企業管理 2.CST: 個案研
究 3.CST: 臺灣 494
企業危機化解手冊 : 101 條忠告,讓組
織安然度過各種災難、突發事件與
其他緊急情況,並重回正軌 / 愛德華.
席格(Edward Segal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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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4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18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危機管理 2.CST: 企業公關
494
危機解密 : 從預防到修復的實戰管
理 / 王馥蓓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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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Big ;
379) .-- ISBN 978-957-13-9884-6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危機管理 2.CST: 企業管理
494
唐朝歷史故事學管理 / 邱立宗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
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7-045 (平裝) NT$349 普遍級
1.CST: 管理科學 2.CST: 唐史 3.CST:
通俗作品 494

企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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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企業管理 / 鄭瑞昌, 張淑婷, 顏卉
萱, 蔡政憲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5
面; 26 公分 .-- 大學用書 .-- ISBN 978957-572-651-5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企業 2.CST: 企業管理
494
管理學 = Management / 林建煌著 .-七版 .-- [桃園市] : 林建煌出版 ; 臺北
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
經銷, 11101 .-- 6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583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管理科學 494
管 理 學 概 論 = Introduction to
management / 林建煌著 .-- 六版 .-- [桃
園市] : 林建煌出版 ; 臺北市 : 華泰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, 11101 .- 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584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管理科學 494
努力,但不費力 : 只做最重要的事,其
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 / 葛瑞格.麥基
昂(Greg McKeown)著 ; 張靖之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財經企管 ; BCB754) .-- ISBN
978-986-525-409-4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1.CST: 工作效率 2.CST: 決策管理
3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01
管理績效評估 : 資料包絡分析法 =
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
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/ 高強, 黃旭
男, Toshiyuki Sueyoshi 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35-4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評鑑 2.CST: 績效評
估 494.01
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
論文集. 2021 第十六屆 = 2021 The
16th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
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/ 莊立民
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國際
企業學系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6358-97-5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國際企業
3.CST: 文集 494.07
ITIS 產業分析師陪你疫起掌握商機 :
電子業 X 生醫業 X 食品業 X 紡織業
/ 王義智, 謝佩芬, 魏傳虔, 朱師右, 陳

霈萱, 林建邦, 孫以倫, 徐郁婷, 李怡
蓁, 陳麗婷, 李信宏作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
究所,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,
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,
1101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81-854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經營 2.CST: 產業發展
3.CST: 產業分析 494.1
SSD 企 業 創 新 策 略 管 理 技 術 =
Handbook of sustainable system
development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
and business innovation / 顏敏仁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產業創新研
究院亞洲學會出版 ; 新北市 : 前程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224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857-1-8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策略管理
494.1
不 受 傷 創 業 / 湯 姆 . 艾 森 曼 (Tom
Eisenmann)著 ; 林俊宏譯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(財經企管 ; BCB756) .-- ISBN 978986-525-410-0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創業 2.CST: 企業管理 3.CST:
成功法 494.1
少,但是更好 / 葛瑞格.麥基昂(Greg
McKeown)著 ; 詹采妮譯 .-- 第三版 .-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財經企管 ; BCB534A) .-- ISBN 978986-525-411-7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決策管理 494.1
巨富思維 :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
一生奉行的商業原則&為富之道 / 約
翰.戴維森.洛克斐勒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好人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(i 生活 ; 24) .-- ISBN 978-626-953305-3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洛克斐勒(Rockefeller, John
Davison, 1839-1937) 2.CST: 標準石油
公司 3.CST: 企業管理 4.CST: 回憶錄
494.1
巨變時代的管理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
F. Drucker)著 ; 白裕承譯 .-- 臺北市 :
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64-84 (精裝) NT$480 普遍級

1.CST: 管理科學 2.CST: 組織管理
494.1

1.CST: 企業領導 2.CST: 組織管理
494.2

創業故事 / 林晉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6-70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560 普遍
級
1.CST: 創業 2.CST: 企業經營 494.1

優勢管理學 : 用故事訴說企業管理,
當一個老闆欣賞、下屬愛戴的成功
經理人 / 吳光琛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15-4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經理人 2.CST: 企業領導
3.CST: 組織管理 494.23

新創社群之道 : 創業者、投資人,與
夢想家的價值協作連結,打造「#先
付出」的新創生態圈 / 布萊德.費爾
德 (Brad Feld), 伊 恩 . 海 瑟 威 (Ian
Hathaway)著 ; 洪慧芳翻譯 .-- 新北市 :
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67-6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創業 2.CST: 企業管理 494.1
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商務管
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/ 致理科
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編輯 .-- 新北市 :
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, 11012 .- 10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96-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商業管理 2.CST: 文集
494.107
品味,從知識開始 : 日本設計天王打
造百億暢銷品牌的美學思考術 / 水
野學作 ; 葉韋利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2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892-1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經營 2.CST: 創造性思考
494.2
創新有理 : 程天縱讓創新遍地開花
的心法與實踐 / 程天縱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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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商 業 周 刊 叢 書 ; BW0786) .-- ISBN
978-626-318-129-8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企業領導 2.CST: 企業管理
3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2
經理人不掛掉的每一天 : 18 個實戰
情境與解方,踏上主管之路的必備素
養 / 蔡恩全口述 ; 盧智芳, 陳建銘採
訪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
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Cheers 系列 ; 73) .-- ISBN 978986-398-735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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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人力資源管理 / Gary Dessler 著 .- 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35-3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人力資源管理 494.3
(全彩漫畫)有決心的人會先死 : 和孫
子檢討你的職場工作術 / 齋藤孝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社,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01-2-7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孫子兵法 2.CST: 職場成功法
3.CST: 漫畫 494.35
18 秒自我介紹點金術 / 橫川裕之著 ;
韓宛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版 ;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(ideaman ; 137) .-ISBN 978-626-318-126-7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人際傳播
3.CST: 人際關係 4.CST: 社交技巧
494.35
Soft Skills 軟實力 : 軟體開發人員的
生存手冊 / John Z. Sonmez 原著 ; 黃
詩涵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7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67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電腦程式
設計 494.35
快速致勝 : 用多元實驗取代一萬小
時練習,助你另闢蹊徑,邁向成功,過
你想要的人生 / 詹姆斯.阿圖舍(James
Altucher)著 ; 王敏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393-4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自我實現
494.35

金庸江湖裡,你該讀懂的職場生存學
/ 南小橘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和
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83-2-4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35
相信你自己 : 拋開內心小劇場,才知
道自己有多強!寫給高敏人的職場逍
遙 指 南 / 美 樂 蒂 . 懷 爾 汀 (Melody
Wilding)著 ; 蔡心語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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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72 面;
23 公分 .-- (心靈方舟 ; 35) .-- ISBN
978-626-7095-12-6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自我實現
3.CST: 信心 4.CST: 女性 494.35
菁英才懂的零失誤工作術 : 消滅低
級失誤、從此不做白工,打造高效率
x 零出包的好評指南 / 飯野謙次, 宇
都出雅巳著 ; 賴惠鈴譯 .-- 臺北市 : 境
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7-07-7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工作效率
494.35
想到明天要上班就失眠 / 李有林著 ;
簡郁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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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(Self-help) .-- ISBN 978-6267087-09-1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生活指導
494.35
說好的加薪呢?生為社畜,哪有平等 /
牛存強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94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16-995-4 (平裝) NT$375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35
職場神獸養成記 : 社畜必死,變身神
獸一輩子有錢賺 = Work as life / 白慧
蘭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98-3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35
職場假象 : 想在公司混得風生水起,
首先要練就一張厚臉皮 / 戴譯凡, 賀
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92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996-1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生活指導
494.35

司, 11101 .-- 31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58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管理資訊系統 494.8

國際會展產業概論 / 劉碧珍編著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5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4-947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會議管理 2.CST: 展覽 494.4

社會科學類

風險指紋 : 找出生活中的灰犀牛,化
危機為轉機 / 米歇爾.渥克(Michele
Wucker)著 ; 許恬寧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財
經企管 ; BCB760) .-- ISBN 978-986525-433-9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風險評估 2.CST: 風險管理
494.6
財富關鍵字 : 看財經新聞學知識,股
票、納稅、資產管理等 268 個幫你
賺錢的必懂術語 / 任賢宇著 ; 蔡佩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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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(RI ; 357) .- ISBN 978-986-506-339-9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財務金融 2.CST: 術語 494.7

總論
引領瘋潮 : 七大策略,讓新觀念、新
行為、新產品都能創造大流行 / 戴
蒙.森托拉(Damon Centola)著 ; 林俊宏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0 面;
21 公分 .-- (big ; 377) .-- ISBN 978-95713-9868-6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行為科學 2.CST: 傳播社會學
3.CST: 網路傳播 501.9

統計
文組都會的簡明統計學 / 高橋信作 ;
趙鴻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35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83-9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統計學 510

高齡金融規劃法規及實務解析 / 台
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
訓院, 11103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(經
營 管 理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399228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財務金融 2.CST: 財務管理
3.CST: 高齡化社會 494.7

SPSS 與統計分析 / 陳正昌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7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07-5 ( 平 裝 )
NT$850 普遍級
1.CST: 統計套裝軟體 2.CST: 統計分
析 512.4

管理會計 / Ronald W. Hilton, David E.
Platt 著 ; 林文祥編譯 .-- 六版 .-- 臺北
市 :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
公司臺灣分公司 : 華泰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41-480-3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管理會計 494.74

教育

商業智慧與大數據分析 / 中華企業
資源規劃學會著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
滄海書局, 11101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 (滄海書碼 ; MB0712) .-- ISBN 978986-363-143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管理資訊系統 494.8
管理資訊系統. 2022 / 朱海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46

解鎖未來教育 / 簡志峰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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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(Issue ; 100) .-- ISBN 978-957-13-9923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教育理論 2.CST: 未來教育
520.1
金門教育人員訪談錄 / 董群廉訪問.
紀錄 ; 洪蘋萱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金門
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12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金門口述歷史叢
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-5468-59-0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
1.CST: 教育人員 2.CST: 訪談 3.CST:
口述歷史 520.99
(高普考)名師壓箱秘笈 : 教育心理學
/ 舒懷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5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32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教育心理學 521
大腦最適學習法 : 日本腦科學權威
教你用視覺 X 聽覺 X 觸覺,激發高效
潛能 / 小沼勢矢作 ; 沈俊傑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Unique 系列 ; 56) .-- ISBN 978-6267014-35-6 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學習方法 521.1
絕對不會背叛你的 K 書祕笈 : 靠你
的努力完成 14 天讀書習慣大改造。
/ 李相旭著 ; 楊筑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103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(Think ; 232) .-ISBN 978-626-7041-92-5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學習方法 2.CST: 讀書法
521.1
心理韌性情意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:
正向心理學取向 / 林善馨, 張學善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1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57-6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情意教育 2.CST: 情緒教育
3.CST: 課程規劃設計 521.18
運動員暨國際體育事務人才英語文
能力訓練教學實務 / 開一心著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2-82-7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教學設計 2.CST: 高等教育
3.CST: 英語教學 4.CST: 體育 521.4
整合運用差異化教學和重理解的課
程 設 計 / Carol Ann Tomlinson, Jay
McTighe 著 ; 侯秋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心理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(課程教學
系列 ; 41339) .-- ISBN 978-986-074456-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教學法 2.CST: 個別化教學
3.CST: 課程規劃設計 521.4

另一雙善意的眼睛 : 以學生學習為
中 心 的 教 學 觀 察 與 回饋 = Another
kindly set of eyes : student learning based
instructional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/
張德銳, 賴光真, 張民杰, 袁薏淳, 鄧
美珠, 朱逸華著 ; 張德銳, 鄧美珠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- (課
程與教學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660-6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教學研究 2.CST: 教學設計
3.CST: 文集 521.407
心相近 習相遠 : 青山防疫不停學 / 丁
明豪, 王玫心, 王聖堯, 王裕斐, 王學
靜, 王儷諭, 朱鵬文, 吳定維, 吳培綸,
吳雅惠, 李克莉, 李淑華, 李麗珠, 沈
怡秀, 林岱瑩, 林明正, 林福美, 邱中
良, 姚昕盈, 施玫君, 柯怡如, 洪佩君,
徐銘基, 馬欣吟, 高立郁, 張秋香, 張
益明, 張晨昕, 陳采韓, 陳俐蓉, 陳姵
穎, 陳彥如, 陳思聖, 陳鴻榮, 黃易涵,
黃雯漪, 黃鐘瑩, 楊博捷, 楊惠玲, 楊
維馨, 溫美蘭, 葉惠娟, 廖偉斯, 劉瓊
雲, 蔡依玲, 蔡惠如, 蔡毓玲, 謝佑君,
謝泓儒, 鍾育櫻, 羅心怡, 蘇聿岐撰文 ;
蘇聿岐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立
青山國民中小學, 11012 .-- 19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75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遠距教學 2.CST: 遠距學習
3.CST: 文集 521.52
重回地方,引路同行 : 十二年國教課
綱精進培力 / 任宗浩, 林子斌, 范信賢,
陳思玎, 陳美如, 張素貞, 藍偉瑩作 ;
范信賢, 陳思玎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
竹市 : 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 ,
11011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1-05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民教育 2.CST: 課程綱要
521.7
課程研究與教育改革實踐 : 紀念陳
伯璋教授論文集 / 鍾鴻銘, 蔡明學, 林
惠珠, 孫台育, 黃秀雯, 張盈堃, 蔡清
田, 黃漢昌, 陳淑敏, 薛曉華, 陳麒, 周
水珍, 周惠民, 李文富作 ; 李文富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教育研究
院, 11101 .-- 2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6-03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課程研究 2.CST: 教育改革
3.CST: 文集 521.707
教師專業社群計畫成果報告彙編 :
美術組 / 鍾政岳, 簡俊成, 莊浩志, 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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怡蒨, 鐘兆慧編著 ; 吳舜文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,
11101 .-- 11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8-11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教師進修 2.CST: 美術教育
3.CST: 文集 522.407
教 師專 業社群 計畫 成果報告 彙編 .
109 學年度, 音樂組 / 林怡君, 桑慧芬,
高振剛, 翁宗裕, 柯逸凡編著 ; 吳舜文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
範大學, 11101 .-- 129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8-10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教師進修 2.CST: 音樂教育
3.CST: 文集 522.407
教 師專 業社群 計畫 成果報告 彙編 .
109 學年度, 舞蹈組 / 薛美良, 徐子晴,
楊芬林, 陳秋莉, 葉宛芃編著 ; 吳舜文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
範大學, 11101 .-- 127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8-12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教師進修 2.CST: 舞蹈教育
3.CST: 文集 522.407
找找看遠征隊. 1, 世界旅行 / 劉載永
文.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1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21-534-7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兒童遊戲 2.CST: 益智遊戲
3.CST: 繪本 523.13
幼兒教育 : 政策與課程革新 / 陳伯璋,
孫良誠, 盧美貴, 黃月美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477-1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幼兒教育 2.CST: 幼稚園
523.2
魔法咒語書 : 孩子的魔法教育 / JeanJacques Gabriel 作 .-- 臺中市 : 華祈寧,
11102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(愛的生態
學) .-- ISBN 978-957-43-9672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學前教育 2.CST: 幼兒教育
523.2
英文兒歌 Chant,Chant / On-Time Office
Solutions,Ltd.作.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 240 面; 21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71-28-1 (精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
1.CST: 學前教育 2.CST: 英語教學
3.CST: 兒歌 523.23
簡 易 機 械 : 黃 金 城 堡 = Simple
machines : the golden castle / 玩樂高手
講師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樂
疊創意機器人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
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06714-2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機械工程 2.CST: 幼兒教育
3.CST: 學前教育 4.CST: 繪本
523.23
德國幼兒園的教育大震撼! / 莊琳君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37 面; 23 公
分 .-- (野人家 ; 161) .-- ISBN 978-986384-668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學前教育 2.CST: 德國
523.2943
跟著照樣造句. 中年級 / 世一文化編
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
30 公分 .-- (小學生句詞通 ; 2) .-- ISBN
978-626-313-034-0 (平裝) NT$120 普
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小學教學
3.CST: 寫作法 4.CST: 句法 523.31
跟著照樣造句. 低年級 / 世一文化編
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
21.0 公分 .-- (小學生句詞通 ; 2) .-ISBN 978-626-313-033-3 ( 平 裝 )
NT$12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小學教學
3.CST: 寫作法 4.CST: 句法 523.31
跟著照樣造句. 高年級 / 世一文化編
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80 面;
30 公分 .-- (小學生句詞通 ; 3) .-- ISBN
978-626-313-035-7 (平裝) NT$120 普
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小學教學
3.CST: 寫作法 4.CST: 句法 523.31
小學英語 : 小學 1-6 年的學習指導要
點對應 / 高濱正伸, 佐藤久美子監修 ;
游念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4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34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英語教學 2.CST: 小學教學
523.318

不可不會的 1000 個國中小基本字彙
/ 知英文化編輯部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知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5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94-36-4 (平裝) NT$26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教學 2.CST: 詞彙 3.CST:
中小學教育 523.318
不可不會的 1000 個國中小基本字彙
/ 知英文化編輯部編著 .-- 增訂一版 .- 臺北市 : 知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5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94-38-8 (平裝) NT$26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教學 2.CST: 詞彙 3.CST:
中小學教育 523.318
超資優!讓你成為小學數學高手 / 許
永海, 葉朝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2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463-4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數學教育 2.CST: 小學教學
523.32
我的故鄉稻浪正飄香(中) / 保證責任
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保證責任臺南市東
山產業生產合作社, 11012 .-- 40 面; 26
公 分 .-- 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62695524-1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鄉土教學 2.CST: 稻米 3.CST:
小學教學 523.34
我的故鄉稻浪正飄香(低) / 保證責任
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保證責任臺南市東
山產業生產合作社, 11012 .-- 40 面; 26
公 分 .-- 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62695524-0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鄉土教學 2.CST: 稻米 3.CST:
小學教學 523.34
我的故鄉稻浪正飄香(高) / 保證責任
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保證責任臺南市東
山產業生產合作社, 11012 .-- 7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24-2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鄉土教學 2.CST: 稻米 3.CST:
小學教學 523.34
美感跨域與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論
文集. 2021 / 劉立敏, 李招瑩, 黃千珮,
范聖韜, 謝忠恆, 盧祥富, 陳世倫, 劉
美玲, 陳慶帆, 張欣頻, 吳建德, 施寶
美, 郝翊, 顏千惠, 許袁瑋, 何書亞, 王
甜婧, 邱筱婷, 吳東穎, 李雅琪, 唐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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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
大學, 11012 .-- 2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4-5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美育教學 2.CST: 藝術教育
3.CST: 中小學教育 4.CST: 文集
523.3707
萃藝成美 : 跨領域美感課程精選集 /
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主持
人群, 陳俊文, 郭美女, 張連強, 張玉
山, 鄧宗聖, 賴以威, 羅仕龍, 石蘭梅,
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合作
學校作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
學, 11012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8-09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藝術教育 2.CST: 美育教學
3.CST: 中小學教育 4.CST: 文集
523.3707
小小光線設計師 : 停電驚魂記 / 王一
雅, 顏嘉成作 ; 張芸荃繪 .-- 桃園市 :
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54 面; 23X22 公分 .-- (AI 科學玩創
意)(AI 科學系列 ; AISA0003) .-- ISBN
978-626-95460-1-5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電腦教育 2.CST: 科學實驗
3.CST: 初等教育 523.38
動腦玩邏輯. Book 1 / 永佳樂有限公
司, 喬福麟, 李芷郁, 康莊, 江志堅, 許
義彪, 蔡孟成, 李黛苓, 林奕瑩, 杜佳
琳, 林君維, 余雯翾作 .-- 臺北市 : 長
頸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65-8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腦教育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3.CST: 初等教育 523.38
屈尺百年 廣興共好 : 屈尺國小百週
年校慶特刊 / 莊淑萍總編輯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 ,
11012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2-87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
523.833/103
璀璨百年 幸福七股 / 臺南市七股區
七股國民小學, 陳智揚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
學, 11101 .-- 21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74-4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
523.833/129

專題的 N 次方 / 李文富, 張堯卿, 林
哲立, 柯若萍, 陳偉泓, 張淑惠, 林子
斌, 謝文靜, 劉姝言, 黃惠香, 白玉璽,
黃春木, 江伊薇, 張仁為, 楊欽棋, 蔡
舒姍, 黃立雲, 林永發作 ; 李文富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教育研究
院, 11101 .-- 1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6-04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等教育 2.CST: 教育理論
3.CST: 文集 524.07
基測作文必用成語分類典 / 人類文
化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704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34-2 (精
裝) NT$68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成語 3.CST: 詞典
524.313
新一代樂高 SPIKE Prime 機器人 : 使
用 LEGO Education SPIKE App / 李春
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97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電腦教育 2.CST: 機器人
3.CST: 電腦程式設計 4.CST: 中等教
育 524.375
入門日本語 : 專為國高中生初學者
所編 / 歐麗雯, 黃佩[]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尚昂文化事業國際有限公司,
11102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27-8-1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讀本 3.CST: 中等
教育 524.38
國中自然科大圖解 / 陳豫弘總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9 公分 .-- (知識
大 圖 解 ) .-- ISBN 978-986-441-623-3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自然科 2.CST: 中等教育
524.46
培養科學素養,從專題研究開始! / 楊
善茜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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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23-6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等教育 2.CST: 自然科
3.CST: 研究方法 4.CST: 寫作法
524.46
迎戰 108 新課綱 : 新制學測英文 5 回
必勝模擬試題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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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68 面; 26 公
分 .-- (108 課綱核心素養. 升大學系
列 ; A99-2) .-- ISBN 978-626-95430-6-9
(平裝) NT$24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教學 2.CST: 讀本 3.CST:
中等教育 524.48
繼往開來三十載 : 新竹中學 19752004 / 張福春作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國
立新竹高級中學校友會, 11101 .-- 19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5-07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2.CST: 校
長 3.CST: 人物志 4.CST: 學校管理
524.68
八角塔下 : 淡江中學校史 / 蘇文魁,
王朝義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
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, 11103 .-- 21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190-35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新北市淡江高級中學 2.CST:
歷史 524.833/103
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(比
較高等教育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7
冊) .-- 正體題名:"一帶一路"國家來
華留學博士生教育質量監控體系研
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742-2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留學教育
3.CST: 中國 525.08
中美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教育质量保
障体系的比较研究 / 陈玥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306 面; 26 公分 .-- (比
較高等教育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2
冊) .-- 正體題名:中美研究型大學博
士生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比較研
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737-8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比較研究
3.CST: 中國 4.CST: 美國 525.08

秋頌 : 大學社會責任的深耕與創新 /
劉明浩, 黃郁琳, 譚君怡, 謝美微, 吳
英明, 楊正誠, 各 USR 大學計畫團隊
作 ; 蘇玉龍主編 .-- 南投縣埔里鎮 : 教
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, 11101 .- 301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0-92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學校與社會
3.CST: 社會參與 525.016

芬兰"研究取向"的小学教师教育研
究 / 郑灵臆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4
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
書. 初編 ; 第 12 冊) .-- 正體題名:芬蘭
"研究取向"的小學教師教育研究 .-ISBN 978-986-518-747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師資培育
3.CST: 小學教學 4.CST: 芬蘭
525.08

社會跨域與文化創生 / 何資宜, 邱慧
珠, 郭彥谷, 魏筱昀, 田寒光, 張德永,
郭宗賢, 黃巧琳, 張怡敏, 許庭雲, 游
逸伶, 楊碩人, 賴皆興, 徐敏雄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468-9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跨文化傳播
3.CST: 教學研究 4.CST: 文集
525.07

俄罗斯高等师范教育人才培养模式
变革研究 / 朋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56 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
究叢書. 初編 ; 第 13 冊) .-- 正體題名:
俄羅斯高等師範教育人才培養模式
變革研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748-4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師範教育
3.CST: 師資培育 4.CST: 俄國
525.08

培 育珍 珠學生 計畫 生命故事 手札 .
110 / 柳雅梅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嘉義
縣大林鎮 : 南華大學, 11012 .-- 1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09-81-2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文集
525.07

俄罗斯提升国家研究型大学国际竞
争力的策略研究 : 以制度变迁理论
为视角 / 徐娜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62 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
究叢書. 初編 ; 第 11 冊) .-- 正體題名:
俄羅斯提升國家研究型大學國際競
爭力的策略研究: 以制度變遷理論為
視角 .-- ISBN 978-986-518-746-0 (精裝)
普遍級

"一带一路"国家来华留学博士生教
育质量监控体系研究 / 苏洋著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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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學校管理
3.CST: 大學行政 4.CST: 俄國
525.08
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大學行政
3.CST: 學校管理 4.CST: 美國
525.08

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学
分析 / 李丽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46 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
究叢書. 初編 ; 第 5 冊) .-- 正體題名:
美國營利性高等教育機構的組織學
分析 .-- ISBN 978-986-518-740-8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機關團體
3.CST: 組織研究 4.CST: 美國
525.08

美国大学非营利管理教育课程设置
研究 / 翟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16
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
書. 初編 ; 第 3 冊) .-- 正體題名:美國
大學非營利管理教育課程設置研
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738-5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課程研究
3.CST: 美國 525.08

美国联邦政府对外国留学生的监管
研究 / 李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
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
書. 初編 ; 第 6 冊) .-- 正體題名:美國
聯邦政府對外國留學生的監管研
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741-5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留學教育
3.CST: 美國 525.08
美国大学在亚洲的海外办学研究 :
基于对纽约大学的考察 / 尤铮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8
冊) .-- 正體題名:美國大學在亞洲的
海外辦學研究: 基於對紐約大學的考
察 .-- ISBN 978-986-518-743-9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學校管理
3.CST: 美國 4.CST: 亞洲 525.08
美国大学服务 : 学习实践的研究 / 王
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0 面; 26 公
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書. 初編 ;
第 14 冊) .-- 正體題名:美國大學服務:
學 習 實踐 的 研 究 .-- ISBN 978-986518-749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社會服務
3.CST: 社區服務 525.08
美国大学治理的文化基础研究 / 黄
海啸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2 面; 26
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書. 初
編 ; 第 1 冊) .-- 正體題名:美國大學治
理的文化基礎研究 .-- ISBN 978-986518-736-1 (精裝) 普遍級

美国高校创新活动的风险治理机制
研究 / 孙珂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8
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
書. 初編 ; 第 4 冊) .-- 正體題名:美國
高校創新活動的風險治理機制研
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739-2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學校管理
3.CST: 美國 525.08
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研究 /
褚艾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2 面;
26 公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書.
初編 ; 第 10 冊) .-- 正體題名:荷蘭高
等教育質量保證政策研究 .-- ISBN
978-986-518-745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教育政策 2.CST: 高等教育
3.CST: 荷蘭 525.08
德国大学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/ 肖军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0 面; 26 公
分 .-- (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叢書. 初編 ;
第 9 冊) .-- 正體題名:德國大學治理
模式變遷研究 .-- ISBN 978-986-518744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學校管理
3.CST: 大學行政 4.CST: 德國
525.08
工程科學研究中心之發展及轉型 /
湯堯, 成群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成大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成大研
究發展基金會發行, 11012 .-- 206 面;
26 公分 .-- (臺灣工程教育史. 7. 第柒
篇) .-- ISBN 978-986-5635-62-6 (精裝)
NT$560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工業教育
3.CST: 教育史 525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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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與文化 / 江彥賢, 周曉楓, 洪英聖,
張孟秋, 陳亮州, 張齊顯, 鄭[]翰, 蘇全
正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
國際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548-63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通識教育 2.CST: 高等教育
525.33
*溫暖的執著. V : 關於一所可愛學校
的導師故事 /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事
務處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威圖
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11-2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導師 2.CST: 優良教師 3.CST:
高等教育 525.5
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. 15 / 臺大
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 ; 谷玲玲主編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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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(Taida 臺
大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350-558-7
(平裝) NT$470 普遍級
1.CST: 大學教師 2.CST: 優良教師
3.CST: 高等教育 4.CST: 教學法
525.5
創新卓越 : 東海大學王茂駿校長校
務紀實 = Innovation & excellence / 陳
世佳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東海大學,
11101 .-- 27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48-102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王茂駿 2.CST: 東海大學
3.CST: 校長 4.CST: 學校行政
525.68
傳承百年 擘劃新局 : 艾群校長主持
校務四年 2018.02-2022.01 成果彙編 /
吳思敬總編輯 .-- 嘉義市 : 國立嘉義
大學, 1110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79-3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艾群 2.CST: 國立嘉義大學
3.CST: 校長 4.CST: 學校行政
525.68
傾聽,開啟愛的循環 : 臺大優良傑出
導師的故事. 8 /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事
務處生活輔導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
輔導組出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,
11012 .-- 25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2-69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立臺灣大學 2.CST: 師生關
係 3.CST: 文集 525.833

復興崗新聞人. 110 年版 / 方彦吉, 王
丰, 王乃純, 王烱聲, 王堡麗, 王瑞民,
王慕航, 王耀華, 左化鵬, 任芝蘭, 朱
建台, 吳東權, 呂中華, 宋轅田, 李吉
安, 李靖寬, 李艷秋, 周世文, 周嘵輝,
林亦堂, 林健華, 邱仕友, 柯青華, 胡
鼎宗, 韋啓俠, 夏珍, 孫光, 孫宜成, 張
子弘, 張秀實, 張定成, 張悦雄, 張森
泉, 曹近曦, 陳玉梅, 陳學聖, 陳膺天,
陶聖屏, 傳文成, 彭克英, 曾建華, 曾
德堂, 程富陽, 賀鐵君, 黃炳麟, 楊艾
俐, 楊富義, 楊嘉裕, 鄒雙喜, 劉朗, 劉
新白, 慶正, 蔡昭弘, 蔡桂英, 蔣天鐸,
蔣濟翔, 鄧祥年, 鄭予岩, 韓大勇, 羅
國禮, 羅紹和, 羅廣仁, 譚遠雄, 饒遠
平採訪撰文 ; 楊鴻博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復興崗新聞系友會,
111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9874-8-7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
學系 2.CST: 文集 525.833/101
銘刻與記憶 : 中大校園的碑碣牌匾
及公共藝術 / 林佳樺, 胡嘉欣, 高潤清,
郭惠珍, 鄭雯芳, 羅健祐文稿撰寫 ; 李
瑞騰主編 .-- 桃園市 : 國立中央大學,
11012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中大
書系 ; 2) .-- ISBN 978-626-95497-1-9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國立中央大學 2.CST: 碑碣
3.CST: 學校建築 4.CST: 歷史
525.833/109
興大人物史料彙編. 一 / 蔡宗憲編
注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國立中興大學
校史館, 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(興大校史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986-06057-6-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國立中興大學 2.CST: 人物志
3.CST: 史料 525.833/115
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十五週
年慶紀念專刊 / 吳至行, 白明奇主
編 .-- 臺南市 :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
研究所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71-4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
525.833/127
微光成炬 /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
科學中心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
出版社,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
中心出版 :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
基金會發行, 11012 .-- 226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635-61-9 (平裝)
NT$290 普遍級
1.CST: 國立成功大學 525.833/127
臺灣書院的傳統與現代 / 張崑將, 張
溪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
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
研究中心, 11101 .-- 529 面; 21 公分 .- (東亞儒學研究叢書 ; 31) .-- ISBN
978-986-5452-70-4 (精裝) NT$700 普
遍級
1.CST: 書院 2.CST: 書院制度 3.CST:
歷史 4.CST: 臺灣 525.9933
(高普考)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
重點精析 / 艾育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6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33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教育行政 526
教 育 行 政 學
= Educational
administration / 謝文全著 .-- 七版 .-臺北市 :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6-212-0 (平裝) NT$680 普
遍級
1.CST: 教育行政 526
學校行政第一本書 : 策略與方法 / 林
進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05-1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學校行政 526
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: 深化前瞻-國
民教育輔導團的理念與策略 / 張素
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
師範大學, 11012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48-08-5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國民教育 2.CST: 教學輔導
3.CST: 教學研究 4.CST: 文集
526.807
班級經營理論與實務精要 / 吳明隆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21-1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班級經營 527
學校品牌行銷與教育選擇權 / 蔡金
田, 温富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
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37-8 (平
裝) NT$4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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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學校管理 2.CST: 品牌行銷
3.CST: 義務教育 527
認識校園霸凌及其防制策略 / 陳利
銘, 薛秀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508-2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校園霸凌 2.CST: 學校輔導
3.CST: 教育政策 527.4
嘉大傑出校友典範 : 創會長林國村
博士 / 謝邦雄, 謝清隆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彰化縣鹿港鎮 : 中華民國嘉義
大學傑出校友會, 11012 .-- 39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80-0-1 (平裝)
NT$780 普遍級
1.CST: 國立嘉義大學 2.CST: 校友會
527.85
共讀美好的對話 : 在知性與感性交
流中成長 / 方隆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.學習 ; 2) .-ISBN 978-986-06831-2-7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讀書會 2.CST: 閱讀指導
528.18
不可以交男朋友的 100 個理由 / 汪培
珽作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愛孩子愛
自己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汪
培珽手記) .-- ISBN 978-986-98969-9-3
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3.CST: 親子關係 528.2
父母的情緒,孩子都知道 : 與孩子一
同練習情緒管理,爸媽不失控,孩子才
能做情緒的主人 / 韓成範著 ; 鄭筱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親子田系列 ; 50) .-- ISBN 978986-507-694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3.CST: 情緒管理 528.2
他還小,不懂事?放手讓孩子練習選
擇, 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/ 周雲煒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2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04-8 (平裝) NT$37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528.2
我和我的孩子 : 一本給家長的手冊.
青少年篇 / 吳明燁, 周麗端, 魏秀珍,

吳志文, 楊康臨, 張歆祐, 曾慶玲, 林
秋慧編撰 ; 唐先梅, 周麗端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2 .-- 65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93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教育輔導
3.CST: 青少年 528.2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
育議題教學示例. I. 主題軸一, 家庭
的組成、發展與變化 / 林儒瑤, 陳玟
君, 陳美姿, 蔡幸子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教育部, 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96-8 (平裝)
NT$100 普遍級
1.CST: 家庭教育 2.CST: 初等教育
528.2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
育議題教學示例. II. 主題軸二, 家人
關係與互動 / 吳順發, 林素秋, 邱逸嫺,
陳小英, 黃韻瑜, 蔡幸子編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2 .-- 1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975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家庭教育 2.CST: 初等教育
528.2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
育議題教學示例. III. 主題軸三, 人際
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/ 吳孟真, 林素
秋, 陳小英, 曾奕秈, 曾慶玲, 鄧昭怡
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0-98-2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家庭教育 2.CST: 初等教育
528.2

1.CST: 家庭教育 2.CST: 初等教育
528.2
做孩子需要的媽媽, 就好 / 郭葉珍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(親子共學堂) .-- ISBN 978-957-658727-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親子溝通
3.CST: 子女教育 528.2
培養孩子未來關鍵實力的「探究型」
遊戲學習法 : 自主能力大增!原來學
習這麼好玩! / 岩田拓真著 ; 童小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9-093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3.CST: 遊戲教學 528.2
培養孩子好習慣的方法 / 蔡禮旭講
述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
華藏淨宗學會, 11102 .-- 313 面; 21 公
分 .-- (華藏叢書)(受用一生的聖賢大
智 慧 系 列 叢 書 ) .-- ISBN 978-98698810-9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528.2
現代家長必學的未來領袖養成計畫 :
世界公民素養教育 / 林凡維 Jessie Lin
Brown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智庫雲
端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4-5-3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公民教育
528.2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
育議題教學示例. IV. 主題軸四, 家庭
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/ 何典蓁, 林秋
慧, 邱筠芝, 侯惠敏, 張芸慈, 曾慶玲,
榮淑媚, 蔡幸子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教育部, 11012 .-- 13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0-99-9 ( 平 裝 )
NT$100 普遍級
1.CST: 家庭教育 2.CST: 初等教育
528.2

最好的教養,從接受負面情緒開始 :
理解孩子的情緒風暴,打造良好親子
關係的 45 堂對話課 / 伊莎貝爾.費歐
沙(Isabelle Filliozat)著 ; 周昭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412-2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親子關係
3.CST: 親子溝通 4.CST: 情緒 528.2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
育議題教學示例. V. 主題軸五, 家庭
活動與社區參與 / 李秀靜, 林姿吟, 林
素秋, 侯惠敏, 范穎芳, 陳小英, 魏如
君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012 .-- 1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6-00-6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焦慮的小孩 : 如何將焦慮特質轉化
為堅強韌性與人生的力量 / 麥可.葛
羅 斯 (Michael Grose), 裘 蒂 . 里 察 森
(Jodi Richardson)作 ; 林虹瑜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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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57-32-9402-3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兒童心理學
3.CST: 焦慮症 528.2
(鐵路特考)公民 / 邱樺編著 .-- 第十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821-9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公民教育 528.3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16 : 我不害怕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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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95507-0-8 (平裝附
光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生活教育 2.CST: 學前教育
528.33
學以自用 : 管他考試升學工作升遷,
這次我只為自己而學! / 湯姆.范德比
爾特(Tom Vanderbilt) ; 劉嘉路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學
習與教育 ; 229) .-- ISBN 978-626-305157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終身學習 2.CST: 自我教育
3.CST: 自我實現 528.4
媽媽,死亡是什麼? / 宮絲.蔻蒂娜
(Conce Codina) 文 ; 奧 若 兒 . 珀 蒂
(Aurore Petit)圖 ; 李欣怡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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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(繪本滴 ; 100) .-- ISBN 978-626-703814-7 (精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生命教育 2.CST: 死亡 3.CST:
繪本 528.59
觀光旅遊創意專題實作 / 周敦懿, 劉
清華, 葉忠福, WonDerSun 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390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觀光旅遊職業教育 528.828
飲食文化創意專題實作 / 周敦懿, 葉
忠福, WonDerSun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399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餐飲業 2.CST: 餐飲管理
3.CST: 技職教育 528.83

實作素養 新課綱課程協作與實踐.
2021 / 林尚平, 黃瑞菘, 徐楨貴, 吳欣
倪, 各夥伴學校作 .-- 初次 .-- 雲林縣
斗六市 :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精進技
職教育中部區域辦公室, 11012 .-- 1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02-1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技職教育 2.CST: 課程規劃設
計 528.83
行銷與服務 / 呂安文, 郭靜宜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69-5-0 (下冊: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行銷學 2.CST: 服務業 3.CST:
顧客服務 4.CST: 技職教育 528.831
食品加工含實習總復習 / 謝文斌, 蘇
平齡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
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1-51-5 (下冊:
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食品加工 2.CST: 技職教育
528.831
食品化學與分析含實習總整理 / 鄭
清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復文圖
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9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1-50-8 (下冊:
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食品科學 2.CST: 食品加工
3.CST: 食品分析 4.CST: 技職教育
528.8459
做自己的英雄 : 路跑民族誌三部曲 /
文多斌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1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90-5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賽跑 2.CST: 運動 3.CST: 人類
學 528.946
跑步的科學 / 克里斯.納皮爾作 ; 黃馨
弘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81-5 (平裝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賽跑 2.CST: 運動醫學 3.CST:
運動生理學 4.CST: 運動傷害
528.946
形意八卦拳 / 賈保壽著 ; 武大偉整
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37 面; 21 公分 .-(形意.大成拳系列 ; 13) .-- ISBN 978-

986-346-357-3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拳術 2.CST: 中國 528.972
說說八卦的八卦 / 老衲著 .-- 臺北市 :
致出版, 11101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(老衲作品集 ; 1) .-- ISBN 978-9865573-34-8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拳術 2.CST: 武術 528.972
武學笈集 : 長劍劍譜 / 羅國鶴著 .-- 第
一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羅國鶴中醫
診所, 11012 .-- 8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311-5-1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1.CST: 器械武術 528.974
部落未來式 : 透過原住民族實驗教
育, 看見部落新未來 / 黃寶園總編
輯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,
11012 .-- 28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488-4-8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原住民族 2.CST: 原住民
族教育 529.47

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88 面; 38 公分 .-- (障礙教育
系列 ; 63171) .-- ISBN 978-986-074454-5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學習障礙 2.CST: 補救教學
529.69

禮俗；民族學
禮記鄭王比義發微 / 史應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(經
學研究叢書. 經學史研究叢刊 ;
501032) .-- ISBN 978-986-478-597-1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(漢)鄭玄 2.CST: (魏)王肅
3.CST: 禮記 4.CST: 注釋 5.CST: 比較
研究 531.22

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發展 / 周惠民著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教育研究院,
11012 .-- 3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0-90-6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原住民族 2.CST: 原住民
族教育 3.CST: 教育發展 529.47

禮貓傳 : 周代飲食禮儀 / 香港都會大
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田家炳中華文化
中心編 ; 狄巧兒, 許奕敏, 蔡欣桐, 吳
嘉希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少年,
11101 .-- 60 面; 21 公分 .-- (兒童文學 ;
57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951664-3 (精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餐飲禮儀 2.CST: 周代 3.CST:
繪本 532.82

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. 109 學年度 /
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
北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11012 .-- 400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5-561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原住民族 2.CST: 原住民
族教育 3.CST: 教育統計 529.47028

異類矽谷 / 鱸魚(Bass Chorng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Across ; 58) .-- ISBN 978-957-139905-8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文化 2.CST: 社會生活 3.CST:
美國舊金山 535.752

特殊幼兒教育理論與實務 / 張子嫺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62-829-3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特殊教育 2.CST: 學前教育
529.5

原住民族知識與研究的跨域 =
Kakalangen ka Manini = Indigenous
knowledge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
/ Bavaragh Dagalomai 謝若蘭, Ciwang
Teyra, Kui Kasirisir( 許 俊 才 ), pasuya
poiconx 浦忠成, Taya Dakasi 官大偉,
tibusungu‘e vayayana 汪明輝, Tanivu
Tapari 王昱心, Jani K. T. Wilson, Keiki
Kawai'ae'a, Ngahuia Te Awekotuku,
Charles Sean Asiqłuq Topkok 著 ;
Bavaragh Dagalomai 謝若蘭主編 .-- 花
蓮縣壽豐鄉 :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
民族學院, 11012 .-- 207 面; 21 公分 .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6532-7-4
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原住民族 2.CST: 民族研究
3.CST: 文集 536.07

接住孩子的求救訊號 : 同理臨界智
能孩童的生存難處 / 宮口幸治作 ; 周
奕君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(婦幼館 ; 173) .-- ISBN 978-986-540877-0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特殊教育 2.CST: 親職教育
3.CST: 育兒 529.6
帶好每一個學生 : 有效的學習扶助
教學 / 陳淑麗, 宣崇慧主編 .-- 二版 .53

川流不息 : 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
展示專輯 / 何金樑, 河合洋尚, 洪登欽,
徐芳智, 張維安, 賴郁晴, 賴般若撰
文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
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 11103 .-- 31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571 (精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文化研究 3.CST:
展覽 4.CST: 臺灣 536.211
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展演
專輯. 2019-2020 / 賴郁晴主編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客
家文化發展中心, 11012 .-- 137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54-0 (平裝
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民族文化 3.CST:
藝文活動 536.211
客庄浪漫散策 : 日本旅人眼中的客
家與臺三線 / 小池博征作 ; 邱香凝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1-219-0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民族文化 3.CST:
飲食風俗 4.CST: 臺灣 536.211
發現客嘉味 : 一抹客家味緒,像風一
樣存在於生活之中 / 吳佩姍, 陳淑端
撰文 .-- 嘉義縣太保市 : 嘉義縣政府,
11101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9-00-7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文化 3.CST: 人文
地理 4.CST: 嘉義縣 536.211
華.客家 19-20 世紀移民中南美洲的
歷程兼談二戰後南美洲的臺灣客家 /
湯熙勇著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
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,
11012 .-- 45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34-56-4 (精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移民史 3.CST: 中
美洲 4.CST: 南美洲 536.211
百年往返 : 走訪客家地區的日本學
者 / 簡美玲, 河合洋尚, 陳偉智, 范智
盈, 鄭曉峯, 飯島典子, 橫田浩一, 羅
烈師, 小林宏至, 川瀨由高, 劉瑞超,
稻澤努, 兼城系繪, 黃紹恆作 ; 簡美玲,
河合洋尚編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
鄉 :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;
新竹縣竹北市 :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客家文化學院, 11012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55-7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
1.CST: 客家 2.CST: 民族文化 3.CST:
田野工作 4.CST: 比較研究 5.CST: 文
集 536.21107

1.CST: 臺灣原住民族 2.CST: 魯凱族
3.CST: 繪本 4.CST: 臺東縣金峰鄉
536.3363

客家運動與客家發展 : 臺灣客家運
動 30 年 / 周錦宏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,
11012 .-- 411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97-3-3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文化研究 3.CST:
社會運動史 4.CST: 文集 5.CST: 臺灣
536.21107

猶太人的金錢與人生 / 林郁著 .-- 初
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6-822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猶太民族 2.CST: 民族文化
536.87

*MSGAMIL 大豹風華 : 泰雅族大豹
群對日抗戰 120 年紀念特輯 / 傅琪貽
總主筆 ; 林金玉 Wagi Shyac 主編 .-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泰雅族大豹
群族裔協會, 11012 .-- 269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42-0-1 (精裝附
數位影音光碟) NT$90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原住民族 2.CST: 日據時
期 3.CST: 民族史 4.CST: 泰雅族
536.3307
前進泰雅部落大冒險(族語版) /
Top945 編輯群, 方秋雅文 ; 蝗蟲哥哥
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
原住民族行政局, 11101 .-- 32 面; 26
公分 .-- (新北閱讀好品格系列) .-ISBN 978-986-5462-88-8 ( 平 裝 )
NT$100 普遍級
1.CST: 泰雅族 2.CST: 民族文化
3.CST: 漫畫 536.3311
LAIYI 藝識錄 : 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
文物館典藏文物專書 / 范瑤, 陳美君,
武黃念慈, 王若彤, 曾婉玲採訪撰文 ;
張美芳總編輯 .-- 屏東縣來義鄉 : 屏
東 縣 來 義 鄉 公 所 , 11012 .-- 84 面 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72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排灣族 2.CST: 民族文化
3.CST: 文物典藏 4.CST: 屏東縣來義
鄉 536.3361
嘉蘭西魯凱族百合花之歌 : ina sirigu
= Bariyangalay ki swakalrwane ka
Ngudradrekay : ina sirigu / 張 靖 禾
(Tavaray)總編輯 ; 陳添祥(Ringucu),
陳素妹(Deresay)霧台魯凱族語翻譯 ;
陳東楷(Pacake)英文翻譯 .-- 臺東市 :
臺東縣 taljaljibi 百合花記永續發展協
會, 11012 .-- 70 面; 30 公分 .-- 中文、
西魯凱族語、英文對照 .-- ISBN 978986-99254-1-9 (精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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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說德國,你說台灣 = Ich erzähl dir
von Deutschland, erzähl du mir von
Taiwan / Ying-Hsuan Chou 著 ; YingHsuan Chou, Yu-Shan Wu, Pah 繪 ; Jill
Heather Schmidt 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周盈萱, 1101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43-9600-9 (精裝)
NT$800 普遍級
1.CST: 節日 2.CST: 繪本 538.5
征服統治者的味蕾 / 南源相著 ; 徐小
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368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飲食風俗 2.CST: 世界地理
538.7
故宮宴 / 苑洪琪, 顧玉亮著 ; 蘇徵樓
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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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63-6-0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飲食風俗 2.CST: 文化史
3.CST: 清代 538.782
逛市場、呷小吃 : 滷肉飯、湖洲粽、
黑白切,品味老台北人的庶民美食與
文化縮影 / 香老闆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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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17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8-120-5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飲食風俗 2.CST: 小吃 3.CST:
臺北市 538.7833
都市傳說事典 : 臺灣百怪談 / 何敬堯
著 ; 小 G 瑋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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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- (聖典 ;
51) .-- ISBN 978-626-7094-16-7 (精裝)
NT$750 普遍級
1.CST: 傳說 2.CST: 通俗作品 3.CST:
臺灣 539.533

日日是好日 : 客家諺語有意思 / 涂春
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涂春景,
11012 .-- 320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11-5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諺語 2.CST: 客語 539.933

社會學
公民哲學 = Civil philosophy / 鄧育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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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臺大哲學
叢書 ; 23) .-- ISBN 978-986-350-557-0
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公民 2.CST: 社會哲學 540.2
超越天啟 : 疫病、全球化、人類世 /
熊秉真, 杜震華, 張登及, Woosung
Kang, 蔡振興, 張君玫, 廖咸浩, 黃心
雅, 黃建宏作 ; 廖咸浩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
等研究院, 11012 .-- 298 面; 21 公分 .- (後全球 ; 1)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ISBN 978-986-5452-65-0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人文社會學 2.CST: 社會變遷
3.CST: 全球化 4.CST: 文集 540.7
他者的視界 : 晚清來華傳教士與福
建社會文化 / 吳巍巍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(福建師範
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; 第七
輯) .-- ISBN 978-986-478-589-6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傳教史 2.CST: 社會發展
3.CST: 福建省 540.9231
台日萬華鏡 / 栖來光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4-300-7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文化研究 2.CST: 社會問題
3.CST: 臺灣 4.CST: 日本 541.2
文 化 統 計 . 2021 = 2021 Cultural
statistics / 文化部著作 .-- 新北市 : 文
化部, 11012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523-7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文化事業 2.CST: 政府統計
3.CST: 中華民國 541.2028

記憶.阿里山 : 阿里山林業暨鐵道特
展 = Alishan in our memories / 鍾秉宏
主編 .-- 嘉義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
管理處, 11012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100-27-1 ( 平 裝 )
NT$700 普遍級
1.CST: 文化景觀 2.CST: 林業 3.CST:
鐵道 4.CST: 人文地理 5.CST: 嘉義縣
541.27
SEA plateaus 計畫選輯. 2019/2020 / 財
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,
1101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31-0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文化交流 2.CST: 國際交流
3.CST: 臺灣 4.CST: 東南亞 541.28
從文化到文創 : 迎向數位、佈局全
球的文化政策與文創產業 / 洪孟啟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Hello! design ; 65) .-- ISBN
978-957-13-9915-7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文化政策 2.CST: 文化產業
3.CST: 創意 541.29
三十而立 : 政府資助表演藝術團隊
關鍵報告 / 鄭佳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486-3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文化政策 2.CST: 文化行政
3.CST: 表演藝術團體 4.CST: 文集
541.2907
前進 2030 : 開拓臺東文化永續發展
的行動路徑 : 臺東文化政策白皮書 /
顏志光總編輯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政
府, 11012 .-- 9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19-70-7 (精裝) NT$250 普
遍級
1.CST: 文化政策 2.CST: 白皮書
3.CST: 臺東縣 541.2933
我們是誰? : 大數據下的人類行為觀
察 學 / 克 里 斯 汀 . 魯 德 (Christian
Rudder)著 ; 林俊宏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67-60-5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資訊社會 541.4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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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圖解 AI 與未來社會 : 建立數位時
代的科技素養,強化邏輯力 x 創造力
x 思考力 / 江間有沙著 ; 陳識中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01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資訊社會 2.CST: 人工智慧
541.415
國際線 / 張崑陽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合,
11012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612-7-4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民主運動 2.CST: 社會運動
3.CST: 文集 4.CST: 香港特別行政區
541.4507
*資訊社會學 2.0 / 王佳煌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11-9-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資訊社會學 541.49
選擇障礙世代 : 為何現代人如此缺
乏決心和毅力?如何在無限瀏覽時代
中學會專心致志? / 皮特.戴維斯(Pete
Davis)著 ; 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
列 ; 92) .-- ISBN 978-986-507-706-8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心理學 2.CST: 選擇學習
3.CST: 決策管理 541.7
傳播新科技的媒體素養 : 做個聰明
閱聽人 / 郭良文, 陳延昇, 孫嘉穗, 黃
惠萍, 葛傳宇, 諸葛俊, 魏玓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
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2-20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媒體素養 2.CST: 傳播教育
541.8303
「國際傳播」國際化 / 李金銓等著 ;
陳楚潔, 黃順銘, 李紅濤, 宋韻雅, 袁
夢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0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61-7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際傳播 2.CST: 文集
541.8307
傳播就是理解 : 當代兩岸媒體問題
的批判分析 / 王楠, 林玉鵬, 吳暢暢,
姚建華, 徐思驌, 徐婧, 陳世華, 陳龍
燕, 張時健, 張慧瑜, 黃俊銘, 蔡蕙如,
戴瑜慧, 羅慧作 ; 劉昌德, 馮建三編 .-

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
究暨發展中心, 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3-6-2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大眾傳播 2.CST: 媒體 3.CST:
兩岸交流 4.CST: 文集 541.8307
卡夫卡的愛情是套媒介網路 : 媒介
理論中的文學 / 陳春燕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
心, 11012 .-- 25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83-0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大眾傳播 2.CST: 文學
541.831
時尚百年風華 / 凱莉.布萊克曼(Cally
Blackman)著 ; 廖婉如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400 面; 26 公
分 .-- (ACT ; MA0036X) .-- ISBN 978986-0767-63-6 (平裝) NT$1500 普遍級
1.CST: 時尚 2.CST: 歷史 3.CST: 二十
世紀 541.8509
COVID-19 後的新日常時代該怎麼居
住、怎麼工作? / 長田英知作 ; 雷鎮
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
驗室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86-3-0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生活問題 2.CST: 生活型態
3.CST: 日本 542.5931
(高普考)就業安全制度(含概要) / 陳
月娥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65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就業 2.CST: 職業訓練 3.CST:
失業保險 542.7
就業服務乙級 超神記憶攻略 / 林閔
政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一品文化出
版社, 11101 .-- 4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29-3-0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1.CST: 就業 2.CST: 勞動法規 3.CST:
考試指南 542.77
職業災害失能勞工就業關懷調查報
告 / 勞動部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勞動部, 11012 .-- 12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6-96-1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勞工就業 2.CST: 職業災害
3.CST: 勞動力統計 542.77028

單親白皮書. 2 : 傾心相伴:大手牽小
手,我們一起向前走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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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97645-5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單親家庭 2.CST: 生活指導
544.168
回家學饒恕 : 擁抱你自己,原諒你家
人 / 史都普(David Stoop), 曼斯特勒
(James Masteller)著 ; 顧瓊華等譯 .-- 增
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
11101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8-909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家庭衝突 2.CST: 家庭心理學
3.CST: 寬恕 544.18
逼到絕境 / 潔絲.希爾(Jess Hill)作 ; 吳
湘湄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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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483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家庭暴力 2.CST: 婚姻暴力
544.18
七週遇見對的人 : 擴展愛的能力,聽
從內心的指引,尋回值得的人生 / 凱
薩 琳 . 伍 沃 德 . 湯 瑪 斯 (Katherine
Woodward Thomas)著 ; 黃美姝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84 面; 23 公
分 .-- (Ciel) .-- ISBN 978-957-05-3392-7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擇偶 2.CST: 女性心理學
3.CST: 兩性關係 544.31
我們的感情校正後不必回歸 / 明星
煌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成長 ; 80) .-- ISBN 978-986398-732-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戀愛 2.CST: 兩性關係
544.37
*臺灣人如何談戀愛呢? : 再老也要結
婚 一 次 = How do Taiwanese fall in
love? : you have to get married once no
matter what your age is. / 葉子玄(Cathy
Yeh), 林麗容(Marianne Lin)合撰 .-- 臺
北市 : 上承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182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5566-9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戀愛 2.CST: 婚姻 3.CST: 兩性
關係 544.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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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神狀態 / 文飛(Dana)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20-1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戀愛心理學 2.CST: 兩性關係
544.37014
「老女人」的生命尋訪 : 女性主義
老年學研究 / 陳明莉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32-646-1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女性 2.CST: 性別研究 3.CST:
老人學 544.5
沒有人應該堅強一輩子 / 艾莉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193-0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兩性關係 2.CST: 生活指導
544.7
「瑪特里」一族 = The Matryoshkan /
陳達得故事 ; 佘怡瑩繪圖 .-- 一版 .-臺中市 : 普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出
版 :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發行, 11012 .- 38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57-8509-16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性別平等 2.CST: 特殊教育
3.CST: 教材 4.CST: 繪本 544.703
無齡世代 : 創造理想的老後 / 林靜芸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2 公
分 .-- (Restart ; 22) .-- ISBN 978-986406-272-0 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老人學 2.CST: 生活指導
544.8
迎向超高齡社會的超前部署 : Let's
Do ATP / 萬國法律事務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2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00-6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高齡化社會 2.CST: 老年
3.CST: 生涯規劃 544.81
老人社會工作 / 劉家勇, 洪悅琳, 吳敏
欣, 龍紀萱, 江禹嫻, 劉素芬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42-2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老人福利 2.CST: 老人養護
3.CST: 社會工作 544.85

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專刊. 第 5 期 / 國
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
發展處, 11012 .-- 210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7-77-7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老人福利 2.CST: 社會安全
3.CST: 年金 544.85
長期照顧正念多元方案設計與實證
操作手冊 : 老人(銀髮族)、身心障礙
(精障)朋友以藝術、園藝、行走、
牌卡、桌遊為樂齡活動帶領 / 林義
學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96-2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老人養護 2.CST: 休閒活動
544.85
長照服務各國人才培育 : 文化、知
識、學習 / 周傳久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650-8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老人養護 2.CST: 長期照護
3.CST: 人力資源管理 544.85
世界徐氏宗親總會會刊. 第三十五期
= The world Hsu's clansmen association
the 35nd journal / 徐煥祥總編輯 .-- 桃
園市 :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, 11012 .-378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270-1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徐氏 2.CST: 宗親會 3.CST: 期
刊 544.9
我在中壢做社造 : 2021 中壢區區域
型社區營造中心成果冊 / 侯京吾, 彭
郁珊, 藍清水作 ; 羅苑禎總編輯 .-- 桃
園市 :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, 11012 .-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55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社區總體營造 2.CST: 桃園市
545.0933/109
新興.生活.故事 / 李雁隆總編輯 .-- 臺
中市 :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,
11101 .-- 11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31-59-8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社區總體營造 2.CST: 社區發
展 3.CST: 彰化縣大村鄉
545.0933/121
臺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專輯.
110 年度 : 寓見溫暖.生活有點甜 / 曹
婷婷, 徐培芸, 陳詩喬文字 ; 蘇金安總

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,
11101 .-- 5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7-72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社區總體營造 2.CST: 公寓
3.CST: 臺南市 545.0933/127
橫山 USR 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
畫成果專輯. IV : 在地.環保.創新.永
續 ALL IN ONE = SHU-TE University
Hengshan USR green connotation action
project. IV / 盧圓華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
樹德科技大學, 11012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20-1-6 (精裝)
NT$399 普遍級
1.CST: 社區總體營造 2.CST: 永續發
展 3.CST: 高雄市燕巢區
545.0933/133
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、中華民國
區域科學學會、中華民國地區發展
學會、中華城市管理學會聯合年會
暨論文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集. 二
0 二一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城
市管理學會,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,
中華民國區域科學學會, 中華民國地
區發展學會, 11012 .-- 6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5970-2-9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都市社會學 2.CST: 文集
545.107
台灣都市縮影 50+ : 關於台灣城市規
劃的回顧與反思 / 張學聖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476-4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都市計畫 2.CST: 歷史 3.CST:
臺灣 545.14
清水眷村.方寸之間 / 陳佳君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
化局, 11012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1-66-0 (平裝) NT$700 普
遍級
1.CST: 眷村 2.CST: 歷史 3.CST: 文化
保存 4.CST: 臺中市清水區
545.4933
田庄人的故事. 三 : 臺灣農村社會文
化調查計畫口述歷史專輯 / 顧雅文
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
研究所,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, 11012 .-7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261-2 (精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農村 2.CST: 社會生活 3.CST:
口述歷史 4.CST: 臺灣 545.59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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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社會工作 : 理論與實務 / 張憶純,
郭世豐, 顏玉如, 張錦麗, 彭南元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2-24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工作 2.CST: 法律社會學
547
社會工作(含概要)搶分題庫 / 陳思緯
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-38-5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工作 547
第五屆「國際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研
討會」叢書系列. I : 以文化為中心的
原住民族社會工作 / 謝宛蓉, Ciwang
Teyra, Kui Kasirisir(許俊才), 莊曉霞,
劉弘毅, 林秀慧, 吳惠華, 賴兩陽, 黃
盈 豪 , 李 權 財 , 崔 萌 , Chung-Chih
Hong(Ayah Demaladas) 著
; Kui
Kasirisir(許俊才), 莊曉霞主編 .-- 花蓮
縣壽豐鄉 :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
族學院, 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部
分 內 容 為 英 文 .-- ISBN 978-98606532-4-3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工作 2.CST: 原住民族
3.CST: 文集 547
第五屆「國際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研
討會」叢書系列. II : 部落、家庭與
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反思與實踐 /
鄭惠美, 曾梅玲, 李碧琪, 林菁華, 林
彥呈, 羅銀妹, 陳玉蘭, 張俊傑, 曾淑
惠, 黃盈豪, 陳鈺芳(Ivi Patiya), 吳青玲,
黃昱軒, Kui Kasirisir(許俊才)著 ; Kui
Kasirisir(許俊才), 莊曉霞主編 .-- 花蓮
縣壽豐鄉 :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
族學院, 11012 .-- 137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32-5-0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工作 2.CST: 原住民族
3.CST: 文集 547
幸福金門有您真好 : 志工甘苦談 : 金
門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紀念特刊 /
董燊總編輯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
縣政府, 11012 .-- 14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8-60-6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金門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
2.CST: 志工 3.CST: 通俗作品
547.016
社會(工作)研究方法(含概要)搶分題
庫 / 陳思緯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

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3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-378 (平裝) NT$53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工作 2.CST: 研究方法
547.031
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
手冊. 111 年度 /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
務司編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衛生
福利部, 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9-78-8 (平裝) NT$50
普遍級
1.CST: 社會福利 2.CST: 社會行政
3.CST: 手冊 547.13
覺無常 : 九二一地震慈濟志工口述
歷史急難救助訪談紀錄. 二 / 李張貴
珠, 張碧珠, 陳明珠, 游麗桂, 紀邦杰,
姚淑娥, 林阿純, 曾錦梅, 呂清音, 李
正誠, 連林玉秀口述 .-- 花蓮縣新城
鄉 :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
善事業基金會, 11012 .-- 432 面; 21 公
分 .-- (九二一地震口述歷史系列 ;
2) .-- ISBN 978-986-99090-8-2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
2.CST: 志工 3.CST: 災難救助 4.CST:
通俗作品 547.16
用愛照亮社區每個幽暗角落兒童認
養社會影響力報告 / 陳芃年, 王凱妮,
蘇福明, 周顥文撰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,
11012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6022-3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工作 2.CST: 兒童福利
3.CST: 績效評估 547.51
飛象家園兒少保護新篇章 : 重症兒
少醫療照護與社會資源之整合運用 /
顏家祺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
雄市立民生醫院, 11012 .-- 23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67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受虐兒童 2.CST: 兒童保護
3.CST: 小兒急重症醫療 4.CST: 文集
548.1307
災難清理教我的事 : 沒有人能做好
萬全準備,從救援行動到撫平傷痛,記
錄封鎖線後的真實故事 / 羅伯特.A.
詹森(Robert Jensen)作 ; 楊詠翔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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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

KJ2046) .-- ISBN 978-986-289-694-5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詹森(Jensen, Robert A.) 2.CST:
賑災 3.CST: 災難救助 548.31
[]兜个屋下阮的故事 : 桃園市自主防
災社區的故事 / 盧德瑋, 林震也, 張朝
榮, 林韡紘, 侯振任, 游文玲, 周玟安,
潘宏瑋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
水務局, 11012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0-61-6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水災 2.CST: 防災教育 3.CST:
社區教育 4.CST: 災害應變計畫
5.CST: 桃園市 548.314
刑事政策與刑事司法 / 許春金, 周文
勇, 潘怡宏, 林健陽, 柯雨瑞, 曾麗文,
陳麗琪, 謝文彥, 陳玉書, 鍾志宏, 張
聖照, 郭豫珍, 葉碧翠, 蔡田木, 韋愛
梅, 呂宜芬, 孟維德, 曾正一, 孫義雄,
賴擁連, 李明謹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一品文化出版社, 11012 .-- 72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1-9-5 (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刑事政策 2.CST: 刑事法
548.5
犯罪狀況及其分析. 中華民國一 0 九
年 : 2020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 / 法務部
司法官學院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
務部司法官學院, 11012 .-- 465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3-73-3 (平裝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犯罪統計 548.55
犯罪被害狀況及其分析 / 許春金計
畫主持 ; 謝文彥, 黃蘭媖協同主持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,
11012 .-- 42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43-74-0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犯罪統計 2.CST: 犯罪被害人
保護法 548.55
社會保險 / 徐廣正, 龎寶宏, 陳琇惠,
鄭文輝, 鄭正一, 石泱, 余祖慰, 林秀
碧, 謝明峰, 黃玉珂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841-5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保險 548.9

經濟
為什麼 99 隻貓無法吃掉 1 隻老鼠? :
從個人、團體到社會,6.5 個日常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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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你建構生活中的賽局思維 / 鎌田
雄一郎著 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實用知
識 ; 78) .-- ISBN 978-626-7089-15-6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經濟學 2.CST: 博奕論 3.CST:
思維方法 550
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. 5 / 鄒倫,
林鑫保, 戴佑容, 王順輝, 陳范倫, 張
嘉真, 黃欣栩, 周志宏, 許惠卿, 施昀
廷, 連振廷, 黃詩文, 李鼎銘, 張絮評,
郭于禎, 姜郁雯, 陳昱綺, 張靜貞, 陳
逸潔, 吳成湖, 郭學文, 李國豪, 呂宛
慈, 許國恩, 陳文卿, 陳文欽, 梁永瑩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中技
社, 11012 .-- 17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44-9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綠色經濟 2.CST: 永續發展
3.CST: 個案研究 4.CST: 文集
550.16367
反資本主義的大未來 / 大衛. 哈維
(David Harvey)著 ; 許瑞宋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82 面; 21 公分 .-(next ; 303) .-- ISBN 978-957-13-9891-4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資本主義 2.CST: 馬克斯經濟
學 550.187
製造不平等 : 為什麼有些國家越救
越窮?揭露富國慈善金援背後的黑暗
代價 / 傑森.希克爾(Jason Hickel)作 ;
李政賢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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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(地球觀) .-- ISBN 978-986384-654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貧窮 2.CST: 平等 3.CST: 經濟
政策 4.CST: 全球化 551.84
中美匯流大未來 : 地緣政治、宏觀
經濟、企業經營環境的趨勢 / 周行
一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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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財經企管 ; BCB758) .- ISBN 978-986-525-444-5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中美經貿關係 2.CST: 經濟發
展 3.CST: 地緣政治 4.CST: 企業經營
552.1
打造財富方舟 : 疫情衝擊後的世界
經濟脈動全面解析,把握關鍵機遇,你
就 是 贏 家 ! / 詹 姆 斯 . 瑞 卡 茲 (James

Rickards)著 ; 吳國卿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全球視
野) .-- ISBN 978-957-08-6164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國際經濟 2.CST: 經濟情勢
3.CST: 貨幣政策 4.CST: 金融危機
552.1
全球經濟展望. 2022 年 : 後疫挑戰與
轉型 內外新契機 / 彭素玲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
社, 11101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95-55-9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國際經濟 2.CST: 文集
552.107
全球化變遷與兩岸經貿互動 : 策略
與布局 / 陳德昇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(論壇 ; 24) .-- ISBN 978-986-387-5192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經濟 2.CST: 經濟發展
3.CST: 中美經貿關係 4.CST: 兩岸經
貿 5.CST: 文集 552.15
中國故事到中國智慧 / 蔡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龍時代, 11101 .-- 260
面; 23 公分 .-- (社會館 ; ES020) .-ISBN 978-626-95265-1-2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經濟發展 2.CST: 中國 552.2
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. 2022
= Annual survey on Taiwan industrial
trends / 孫明德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,
11101 .-- 6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93-106-1 (精裝) NT$600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經濟 2.CST: 經濟調查
3.CST: 產業分析 552.33
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 / 陳
添枝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384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財 經 企 管 ;
BCB761) .-- ISBN 978-986-525-443-8
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經濟 2.CST: 經濟發展
3.CST: 產業分析 552.33
*商人、企業與外資 : 戰後臺灣經濟
史考察 / 洪紹洋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左岸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08 面; 23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54-7-7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經濟 2.CST: 經濟史
552.339
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. 卷七, 政
治經濟學與本土篇 = Proceedings : the
history of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
thought. VII / 陳添壽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11-241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經濟 2.CST: 政治經濟
3.CST: 經濟史 552.339
*自由之地的泰國 : 發展現況與展望
/ 施正鋒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國際研究學會, 11012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485-6-8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區域研究 2.CST: 國家發展
3.CST: 政治經濟 4.CST: 泰國
552.382
PPP 實務選輯 / 王儷玲, 曾國基, 范雪
梅, 李維峰, 邱志平, 謝定亞, 王子安,
龔明洲, 施南光, 葉慶元, 吳麥斯, 黃
治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亞
太 公 私 合 夥 建 設 (PPP) 發 展 協 會 ,
11101 .-- 19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198-1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400
普遍級
1.CST: 公共建設 2.CST: 政府與民間
合作 3.CST: 文集 553.12
靈活即用 TIPS! : <<台灣智慧財產管
理規範>>導入示例解析 / 財團法人
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98-4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智慧財產權 2.CST: 個案研究
553.433
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: 重探台灣
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 /
瞿宛文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63-1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土地改革 2.CST: 公營事業民
營化 3.CST: 臺灣 554.25
契約與歷史 : 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
番地權 / 李文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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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大學發行, 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(臺灣研究叢書 ; 30) .-- ISBN
978-986-350-561-7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1.CST: 土地制度 2.CST: 土地所有權
3.CST: 土地史 4.CST: 臺灣史
554.2933
別再挖錯了 / 陳達得故事 ; 陳達得,
賴霈瑜繪圖 .-- 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普生
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出版 : 臺中市清
水地政事務所發行, 11012 .-- 48 面; 30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850915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
2.CST: 土地行政 3.CST: 地形測量
4.CST: 繪本 554.333
水資源重大社會課題之對策研析 =
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ajor social
issues on water resources / 財團法人成
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40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31-0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水資源 554.61
用 水 統 計 年 報 彙 編 . 109 年 =
Compilation
of
annual
water
consumption for 2020 / 啟宇工程顧問
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
市]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137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33-4 (平
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水資源管理 2.CST: 給水工程
3.CST: 調查統計 554.61
再生水之供需潛勢調查及媒合利用
=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potential
investigation
and
application
matchmaking of reclaimed water / 社團
法人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40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水資源管理 2.CST: 汙水處理
554.61
各 標 的 用 水 統 計 年 報 . 109 年 =
Annual water consumption report for
2020 / 啟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
11012 .-- 15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34-1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遍
級
1.CST: 水資源管理 2.CST: 給水工程
3.CST: 調查統計 554.61

百年大旱 台水抗旱特輯(109 年 7 月110 年 8 月) /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
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灣自來
水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0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29-7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水資源管理 2.CST: 災害應變
計畫 3.CST: 乾旱 554.61
迎戰百年大旱! : 286 天不可能的任務
= A 286-day impossible mission to
overcome a 100-year drought / 鄭文燦
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
經濟發展局出版 : 桃園市政府發行,
11012 .-- 1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0-57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水資源管理 2.CST: 災害應變
計畫 3.CST: 乾旱 4.CST: 桃園市
554.61
桃園市智慧多元節水防災抗旱調適
技術之評估委託專業服務 =
Evaluation of multi-smart water saving
technology or anti drought adjustment
strategy in Taoyuan City / 財團法人農
業工程研究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4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66-2 (平
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水資源管理 2.CST: 農業水利
3.CST: 灌溉 554.61
超級能源 / 菲利浦邦廷(Philip Bunting)
文.圖 ; 彭卉薇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40 面; 28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
館) .-- ISBN 978-986-5576-57-8 (精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再生能源 2.CST: 電力 3.CST:
繪本 554.68
不動產投資與市場分析 : 理論與實
務 / 王健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雙
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9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2-23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不動產業 2.CST: 投資管理
3.CST: 市場分析 554.89
包租公筆記本. 2 / 蕭子軒, 張明義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56-92-9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不動產業 2.CST: 投資
554.89

用心.顧厝 : 不動產研究 / 黃靖媛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72-0-2 (平裝) NT$460 普
遍級
1.CST: 不動產業 2.CST: 個案研究
3.CST: 日本 4.CST: 臺灣 554.89
法拍屋致富寶典 : 法拍達人吳鴻暉
無私傳授高報酬投資的祕密,20 年
500 間的豐富資歷,絕對致富的法則!
/ 吳鴻暉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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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96-92-6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不動產業 2.CST: 拍賣 3.CST:
投資 554.89
買房勝經 : 高房價時代不被坑,黑心
房市全集新修版 / SWAY 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寫樂文化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50 面; 23 公分 .-- (我的檔案
夾 ; 58) .-- ISBN 978-986-06727-1-8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不動產業 2.CST: 投資
554.89
不動產交易案例 : 對話式解析十二
講 / 黃靖媛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揚出版社, 11012 .-- 206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57-599-974-2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不動產業 2.CST: 個案研究
3.CST: 問題集 554.89022
丁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
生教育訓練教材 / 勞動部職業安全
衛生署編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職業安
全衛生署, 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6-95-4 ( 平 裝 )
NT$150 普遍級
1.CST: 工業安全 2.CST: 職業衛生
555.56
職業安全概論 / 鄭世岳, 蕭景祥, 李金
泉, 魏榮男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0-800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工業安全 2.CST: 職業衛生
555.56
科技產業園區特刊暨加工出口區 55
週年回顧 / 吳德章總編輯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,
60

1101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59-4 (精裝) NT$850 普遍級
1.CST: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
2.CST: 工業 3.CST: 臺灣 555.933
零工亂象 : 在共享經濟中掙扎與求
生 / 亞莉珊卓.拉弗奈爾(Alexandrea J.
Ravenelle)著 ; 戴榕儀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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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9-71-5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勞動問題 2.CST: 合作經濟
3.CST: 勞工權利 556
再見,烏斯曼 : 義大利移工的隱性剝
削 / 白曉紅著 ; 吳侑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觀望 ;
HW043) .-- ISBN 978-986-06872-5-5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迪亞羅(Diallo, Ousmane)
2.CST: 外籍勞工 3.CST: 勞動問題
4.CST: 移民 5.CST: 義大利 556.56
(高普考)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(含概
要) / 陳月娥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2 .-- 7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814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勞工行政 2.CST: 勞動法規
556.84
人資人員常用法典 / 李聰成編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488-7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勞動法規 556.84
黃程貫教授勞動法論文集 / 黃程貫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8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657-6 (精裝) NT$900 普
遍級
1.CST: 勞動法規 2.CST: 勞動基準法
556.84
(鐵路特考)鐵路運輸學(含概要、大
意) / 白崑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012 .-- 6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819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交通運輸學 557
智慧運輸發展與車輛安全法規技術
諮詢管理計畫. (1/4) / 周永暉, 周維果,

葉文健, 盧鎮杰, 蔡明志, 王冠堯, 洪
國益, 洪揚, 王軒至, 屈家興, 王瑋萱,
黃聖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,
11012 .-- 9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57-9 (平裝) NT$900 普遍級
1.CST: 運輸系統 2.CST: 運輸管理
3.CST: 運輸安全 557

業股份有限公司, 財團法人曹永和文
教基金會, 11101 .-- 760 面; 21 公分 .- (臺灣史與海洋史 ; 17) .-- ISBN 978957-32-9397-2 (精裝) NT$76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 2.CST: 歷史 3.CST: 國際
貿易史 4.CST: 文集 5.CST: 東亞
558.093

電動公車示範計畫執行績效分析與
推動策略支援應用. (2/2) / 周諺鴻, 林
幸加, 曹晉瑜, 曾依蘋, 周宏儒, 劉均
勵, 張旗晏, 吳東凌, 張益城, 陳國岳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
究所, 11012 .-- 53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1-356-2 (平裝) NT$640 普
遍級
1.CST: 大眾運輸 2.CST: 公車 3.CST:
運輸管理 557

香料漂流記 : 孜然、駱駝、旅行商
隊的全球化之旅 / 蓋瑞.保羅.那伯漢
(Gary Paul Nabhan)著 ; 呂奕欣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10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 (麥田叢書 ; 92) .-- ISBN 978-626-310172-2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貿易 2.CST: 香料
558.32

機車考照快速過關攻略. 2022 最新版
/ 新文創編輯部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6857-4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1.CST: 交通安全 2.CST: 機車駕駛
3.CST: 考試指南 557.16
中華郵聯會刊. 第二十五期 : 郵博譚
郵 演 講 集 . 2021 = Chinese Taipei
Philatelic Federation journal 25 / 何輝慶
主編 ; 陳文翔, 朱逢華, 劉嘉哲英文翻
譯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,
11012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年刊;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7163-4-5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集郵 2.CST: 期刊 557.64905
臺北市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委託專
業服務案(行人交通量部份). 110 年
度 / 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 .- 臺北市 :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,
11012 .-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2-72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交通流量 2.CST: 臺北市
557.8933/101
臺北市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委託專
業服務案(路口、圓環、路段). 110
年度 / 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編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
處, 11012 .-- 8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2-71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交通流量 2.CST: 臺北市
557.8933/101
瞬間千年 : 東亞海域周邊史論 / 鄭永
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
國貿實務菁華 : 教戰手冊 / 李淑茹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53-5 (平裝)
NT$57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貿易實務 558.7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

(金融證照)圖解式金融市場常識與
職業道德 / 金融編輯小組編著 .-- 第
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31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金融市場 2.CST: 職業倫理
561.7
國際金融概論 / 黃志典著 .-- 五版 .-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101 .- 3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2-25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際金融 561.8
AFP/CFP 核心知識點一次掌握 / 葉俊
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
灣金融研訓院, 11101 .-- 300 面; 26 公
分 .-- (金融測驗系列 ; 79) .-- ISBN
978-986-399-229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理財 563
一年投資 5 分鐘 : 打造每月 3 萬被動
收入,免看盤、不選股的最強小資理
財法 / 陳逸朴(小資 yp)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395-8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理財 2.CST: 投資 563

國際財務管理 / Michael H. Moffett,
Arthur I. Stonehill, David K. Eiteman 著 ;
周麗娟譯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
廊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2-21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國際金融 2.CST: 外匯管理
3.CST: 財務管理 4.CST: 國際企業
561

致富信念 : 重建理財思維,及早執行
靠利息輕鬆生活,加速 FIRE / 柏竇.薛
佛(Bodo Schfer)著 ; 張淑惠, 蔡慈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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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Rich 致
富 ; 352) .-- ISBN 978-986-506-330-6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個人理財 563

金融科技 2.0 : 基礎與應用 / 翁禮祺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4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2-22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金融自動化 2.CST: 數位科技
3.CST: 金融管理 561.029

財寶天王招財祈福法 : 召喚金錢創
造財富的秘密 / 顯雨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成嘉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176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567-6-5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財富 563

央行數位貨幣之內涵與影響因應研
究 / 黃朝熙, 吳中書, 陳一端, 劉孟俊,
王國臣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中技
社, 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28-0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子貨幣 2.CST: 貨幣政策
3.CST: 貨幣銀行學 4.CST: 中央銀行
561.18

加密貨幣之王 : 從矽谷到華爾街,虛
擬貨幣如何撼動金融秩序 / 傑夫.約
翰.羅伯茲(Jeff John Roberts)著 ; 洪慧
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76-3-1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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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阿姆斯壯(Armstrong, Brian,
1983-) 2.CST: 電子貨幣 3.CST: 電子
商務 563.146

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2-07-7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基金 2.CST: 投資 563.5

美 國 信 託 與 跨 境 傳 承 = Estate
planning by U.S. trusts / 呂旭明(Peter
Lu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哈佛人出
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28 面; 21 公
分 .-- (KEDP 叢書 ; 12)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986-5807-09-2 ( 平 裝 )
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信託財產 2.CST: 財產繼承
3.CST: 美國 563.3

證券交易法理論與實務 / 李開遠著 .- 5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517-4 ( 平 裝 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證券法規 563.51

巨星天使投資人的誕生 : 從有錢,變
超有錢!好萊塢與體壇如何破解創投
密碼,顛覆矽谷 / 查克.歐麥利.葛林堡
(Zack O'Malley Greenburg)作 ; 林奕伶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(投資贏家系列 ; 57) .-- ISBN
978-626-7014-33-2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創業 2.CST: 創業投資 563.5
投資學精要 / 林正璽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,
11101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548-62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投資學 563.5
衍生性金融商品概論與實務. 2022 年
版 /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
研訓院, 11103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(金融測驗系列 ; 56) .-- ISBN 978-986399-227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衍生性商品 563.5
海龜交易法則 : 100%公開!頂尖海龜
交易員的致富秘訣 / 克提斯. 費思
(Curtis Faith)著 ; 黃嘉斌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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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寰宇投資策略 ; 463) .-ISBN 978-986-341-479-7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期貨 2.CST: 投資管理 3.CST:
投資分析 563.5
華爾街刺蝟投資客 : 教父級分析師
巴頓.畢格斯教你掌握金融市場的人
性、紀律與基金經理人的不傳之祕 /
巴頓.畢格斯(Barton Biggs)著 ; 王柏鴻
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
6 年存到 300 張股票 / 陳重銘著 .-- 六
版 .-- 新北市 : 金尉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32-2-7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小資族吸金紅不讓 : K 線保你股利賺
不完 / ACE 彭俊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86-0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形態 K 線投資法 : 股市高手教你用
320 張圖看懂賺爆買賣點 / 龍飛著 .-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Money ; 36) .-ISBN 978-986-5564-76-6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抓住美股小金雞 : 一次規劃財務分
配、選股、風險,小資金也能有超能
力! / 黃佳文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一
品文化出版社, 11101 .-- 23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9-2-3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證券市場
3.CST: 美國 563.53
股市神級作手教你最保本的 K 線炒
股 : 跟他學,短短 5 年賺一億! / 馬濤
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4-73-5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股東會尋寶記 : 沒有參加過股東會,
見過高階管理層,你股票買的下去? /
張琨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
訊出版社, 1110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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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626-95601-1-0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分析
563.53
*最強散戶翻身買股術 : 從 10 萬到 1
億的籌碼必修課 / 麥克連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(投資贏家系列 ; 56) .-- ISBN 978-6267014-32-5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華爾街勝率 92.3%的江恩角度 K 線 :
166 張圖教你學江恩理論,看出支撐
與壓力,抓住趨勢買賣點,暴賺 5000
萬美元! / 楊金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3 公
分 .-- (Money ; 35) .-- ISBN 978-9865564-74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韓國最強法人交易員的獲利關鍵 /
朴炳昌著 ; Lou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樂金文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9-07-2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無師自通的期貨交易程式設計入門 :
使用 MultiCharts 交易平台 / 邏輯林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78-8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期貨交易 2.CST: 電腦程式
563.53029
自娛愚人. 2 : 咩經理盧美吟帶人帶心
帶向成功的 MDRT 教練學 / Yea!雁團
隊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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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6-85-8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盧美吟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保險行銷 4.CST: 職場成功法
563.7
保險保障銷售學 : 保險必備保障,績
優業務人員的銷售訣竅 / 國際編輯
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保銷國際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國際龍獎 IDA 書系 ;
106) .-- ISBN 978-986-5826-60-4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保險業 2.CST: 保險仲介人
3.CST: 職場成功法 563.7

11102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(Visum ;
MV0014) .-- ISBN 978-986-0767-67-4
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地緣政治 2.CST: 中印關係
3.CST: 國際關係 4.CST: 中國 5.CST:
印度洋 571.15

圓夢 : 成為客戶的夢想管理人,與客
戶共同完成夢想的 19 個關鍵 / 方壯
莉作 ; 崔浩風執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保銷國 際文化 事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國際龍獎
IDA 書系 ; 105) .-- ISBN 978-986-582659-8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保險業 2.CST: 保險仲介人
3.CST: 職場成功法 563.7

*威權政治之困境 : 新加坡未來政治
想像 / 施仁喬(Cherian George), 劉浩
典(Donald Low)作 ; 鄺健銘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11-4-4 (平裝) NT$390 普遍級
1.CST: 人民行動黨 2.CST: 政黨政治
3.CST: 政治發展 4.CST: 新加坡
571.66

像樣 : 因為在乎,所以像樣 / 黃俊文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保銷國際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0 面;
21 公分 .-- (國際龍獎 IDA 書系 ;
104) .-- ISBN 978-986-5826-58-1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保險業 2.CST: 保險仲介人
3.CST: 職場成功法 563.7

(高普考)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
政學 / 楊銘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867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行政學 572

年金 101 : 退休計劃的工具書「安心
退休指南」 / 謝如山作 .-- 臺北市 : 橋
樑文化工作室, 11102 .-- 105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0-2-9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年金保險 2.CST: 年金 3.CST:
投資 4.CST: 理財 563.748
決 算 法 研 析 與 實 務 = Financial
statement act / 主計月報社編著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主計協進社,
11012 .-- 2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95-2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決算 2.CST: 法規 3.CST: 論述
分析 564.2
稅務法規 / 毛治文, 黃士洲, 樂麗嘉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電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 大學用書 .-- ISBN 978-957-572-653-9
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稅法 567.023

政治
珍珠鏈戰略 : 中國在印度洋的擴張
野心 / 柏提爾.林納(Betil Lintner)作 ;
林玉菁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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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在治理中鑲嵌民主 : 公民參與在公
共治理的實踐與調和 = Embedding
democracy into governance : the practice
and reconcili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
in public governance / 許雲翔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64 面; 23 公分 .-- (智勝經管
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664-4 (平
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公民 2.CST: 政治參與 3.CST:
公共行政 4.CST: 個案研究 572.2
(高普考)公共政策精析 / 陳俊文編
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2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30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公共政策 572.9
(高普考)公共管理(含概要)歷屆試題
精闢新解 / 楊銘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829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公共行政 2.CST: 行政管理
572.9
現代論壇時論集 : 2021 年美日大選
後的台灣走向 / 蔡長廷主編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,
1101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現代論壇
叢刊 ; 4) .-- ISBN 978-986-06039-0-3
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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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臺灣政治 2.CST: 言論集
573.07
*统一不传下一代 / 李梦舟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中國夢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418 面; 30 公分 .-- 正體
題名:統一不傳下一代 .-- ISBN 978986-97635-3-0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1.CST: 兩岸關係 2.CST: 臺灣問題
3.CST: 國家統一 4.CST: 文集
573.09
和平统一对台湾的 50 大好处 / 陳先
才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松根出版社,
11012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和平統一對臺灣的 50 大好處 .-- ISBN
978-986-06757-5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兩岸關係 2.CST: 國家統一
573.09
阿共打來怎麼辦 : 你以為知道但實
際一無所知的台海軍事常識 / 王立,
沈伯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from ; 139) .-- ISBN 978986-0777-81-9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兩岸關係 2.CST: 軍事戰略
573.09
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/ 過子庸著 .-- 3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24-2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大陸研究 574.1
吳景超的社會觀察 / 吳景超原著 ; 蔡
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
創, 11012 .-- 282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
史 ; 211) .-- ISBN 978-986-5540-89-0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大陸研究 2.CST: 言論集
574.1
1930 年代之中國 / 皮國立, 林威杰, 金
之夏, 姜濤, 張智瑋, 許峰源, 許惠文,
許慈佑, 陳皓昕, 蕭李居作 ; 劉維開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
政大出版社, 11012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(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系列 ;
2) .-- ISBN 978-986-06740-8-8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研究 2.CST: 文集
574.107
40 年回眸與前瞻 : 中國從哪裡來,到
哪裡去 / 戚振宏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龍時代, 11101 .-- 174 面; 23 公分 .-

- (社會館 ; ES017) .-- ISBN 978-62695265-3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大陸研究 2.CST: 文集
574.107
小康中國發展口述史 : 我對中國有
信心 / 胡雪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龍時代, 11101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(社會 館 ; ES015) .-- ISBN 978-62695265-2-9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大陸研究 2.CST: 文集
574.107
國際政治學的關係理論與中國(文集)
/ 石之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
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
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, 11012 .-- 28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2-67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大陸研究 2.CST: 國際關
係 3.CST: 文集 574.107
重返榮耀. 六部曲(2021.7-2021.12) /
賴峰偉作 .-- 初版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
澎湖縣政府, 11101 .-- 19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7-86-3 (平裝)
NT$160 普遍級
1.CST: 公共行政 2.CST: 施政報告
3.CST: 澎湖縣 575.33/141
(消防設備師士)消防法規(含概要) /
張大帥編著 .-- 第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7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41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消防法規 575.81
加油!警車 / 竹下文子作 ; 鈴木守繪 ;
方美鈴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
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
面; 26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338-464-9 (精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警察 2.CST: 職業介紹 3.CST:
繪本 575.84
保安監督人複訓教材 / 吳武泰, 邱晨
瑋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80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28-2 (平裝)
NT$460 普遍級
1.CST: 公共安全 2.CST: 消防安全
575.864
水利防災知識深耕與增能培訓計畫.
110 年 = The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of
the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
in 2021 /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.-- 臺北

市 : 經濟部水利署, 11012 .-- 125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44-0 (平
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普遍級
1.CST: 防災教育 2.CST: 災害應變計
畫 575.87
水利署災害應變服務計畫. 110 年 =
2021 disaster response service of WRA /
國立臺灣大學編著 .-- 臺北市 : 經濟
部水利署, 11012 .-- 15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3-245-7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防災教育 2.CST: 災害應變計
畫 575.87
防災應變系統更新及資訊網升級建
置. 110 年度 /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
限公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
部水利署, 11012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3-255-6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防災工程 2.CST: 災害應變計
畫 3.CST: 地理資訊系統 575.87
義消成果輯 : 新時代的熱血義消全
記錄(2017-2021) / 謝景旭, 馮俊益, 李
永福, 簡萬瑤策劃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內政部消防署, 11012 .-- 1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82-5 (精裝)
NT$800 普遍級
1.CST: 消防 575.873
紅色的起點 : 中國共產黨原形 / 葉永
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28 面; 21
公分 .-- (紅色三部曲 ; 1) .-- ISBN 978626-7025-51-2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毛澤東 2.CST: 中國共產黨
3.CST: 歷史 576.25
紅色的掙扎 : 毛澤東與共產黨 / 葉永
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44 面; 21
公分 .-- (紅色三部曲 ; 2) .-- ISBN 978626-7025-52-9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毛澤東 2.CST: 中國共產黨
3.CST: 歷史 576.25
民主路上 : 黨產來歸 / 林聰賢總編
輯 .-- 臺北市 :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,
1110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73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政黨 2.CST: 財產 3.CST: 個案
研究 576.85
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之衝擊 : 經
貿發展與自由民主 : 2021 世/亞盟國
際視訊論壇 = The impacts of COVID64

19 on globalization : economic trade
development & democratic freedoms :
2021
WLFD/APLFD
international
virtua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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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世界自由民主聯盟,
亞洲太 平洋自 由民 主聯盟 秘書處 ,
11012 .-- 226 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80972-3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世界自由民主聯盟 2.CST: 嚴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3.CST: 自由貿易
4.CST: 經濟發展 578.12
庫德族女兵 : 挑戰伊斯蘭國大獲全
勝的女戰士傳奇 / 蓋兒.雷蒙(Gayle
Tzemach Lemmon)著 ; 鄧伯宸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
公民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360-186-9
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中東問題 2.CST: 女性軍人
3.CST: 報導文學 4.CST: 敘利亞
578.1935
中 美 關 係 專 題 研 究 : 2012-2016 =
Sino-American relations, 2012-2016 / 林
正義, 韋奇宏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, 11012 .-- 499
面; 26 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ISBN 978-626-7002-64-3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中美關係 2.CST: 臺美關係
578.252
全球戰場 : 美國如何擺脫戰略自戀,
面對全球七大安全挑戰? / 赫伯特.麥
馬斯特(H.R. McMaster)著 ; 譚天譯 .-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3-74-4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美國外交政策 2.CST: 國際關
係 3.CST: 國家戰略 578.52
美國文化與外交 / 王曉德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(福
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;
第 七 輯 ) .-- ISBN 978-986-478-587-2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美國外交政策 2.CST: 文化研
究 578.52
海事處置專書. 2 = Ocean affairs. 2 : 09
practical articles in marine / 龔光宇, 鄭
樟雄, 林廷輝, 吳金河, 陳彥宏, 周琦

軒, 簡日成, 楊海寧, 葉馥嚀, 顏寧作 ;
施義哲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
家海洋研究院, 11012 .-- 2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70-8 (平裝)
NT$375 普遍級
1.CST: 海洋政策 2.CST: 國際海洋法
3.CST: 海洋環境保護 4.CST: 文集
579.14
鹿窟人文講堂 : 以不義遺址當教室,
文史資產做教材的人權課程開發 /
江姮姬編著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台
灣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, 11012 .- 14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68-0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權 2.CST: 教育 579.2703
國際私法理論與案例研究. 三 / 林恩
瑋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1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98-6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私法 2.CST: 個案研究
579.91
國際刑事合作概論 / 柯慶忠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4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56-96-7 (平裝) NT$580 普
遍級
1.CST: 國際刑法 2.CST: 國際合作
579.95

法律
法學入門 / 劉得寬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13-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580
法學方法論 / 李惠宗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63-4 (平裝) NT$660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2.CST: 方法論 580.1
法務研究選輯. 109 年度 / 法務部綜
合規劃司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
務部, 11012 .-- 41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43-75-7 (精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法律 2.CST: 文集 580.7
科技發展與刑事立法 / 蕭宏宜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
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(大學用

書) .-- ISBN 978-626-95629-0-9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法律 2.CST: 著作權保護
3.CST: 文集 580.7
風險蔓延與刑法回應 / 蕭宏宜編著 .- 一版 .-- [臺北市]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
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(大學用
書) .-- ISBN 978-626-95629-1-6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2.CST: 文集 580.7
教育、掄才與法治 : 董保城教授七
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/ 董保城教授七
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658-3 (精裝) NT$750 普
遍級
1.CST: 法律 2.CST: 文集 580.7
新世紀臺灣法學 : 國立政治大學法
學院六十週年院慶論文集 / 許政賢,
戴瑀如, 劉明生, 呂彥彬, 沈宗倫, 葉
啓洲, 許耀明, 周振鋒, 臧正運, 詹震
榮, 吳秦雯, 傅玲靜, 何賴傑, 楊雲驊,
李聖傑, 陳柏良, 陳惠馨, 黃源盛, 江
玉林, 江存孝, 林佳和, 林良榮, 張義
德, 張桐銳, 孫迺翊, 林炫秋, 林宏陽,
林倖如作 ; 江玉林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12 .- 8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656-9 (精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2.CST: 文集 580.7
憲法學釋論 / 陳新民作 .-- 增訂十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8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365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華民國憲法 2.CST: 憲法解
釋 581.23
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. 第十一輯 /
林建志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
法律學研究所, 11012 .-- 600 面; 23 公
分 .-- (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法學
叢書 ; 6) .-- ISBN 978-626-7002-60-5
(精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中華民國憲法 2.CST: 憲法解
釋 3.CST: 文集 581.2407
商務契約訂定與糾紛解決 / 李永然
等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永然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85-500-1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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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契約 2.CST: 商業應用文
584.31
*大陆.台湾.香港.美国.继承答客问 /
李梦舟编着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中國
夢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80 面;
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大陸.臺灣.香港.
美國.繼承答客問 .-- ISBN 978-98697635-4-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繼承 584.5
(司法特考)實務、案例一次整合!地
表最強圖解刑法(含概要) / 禾翔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0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17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刑法 585
(高普考)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
法總則 / 任穎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866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刑法總則 585.1
公然侮辱刑事與民事判決實證之研
究 / 袁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袁興
出版發行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經銷代理, 1110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620-7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誹謗罪 2.CST: 妨害名譽罪
585.431
創造安娜 : 紐約假名媛實錄 / Rachel
DeLoache Williams 著 ; 連緯晏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一起來) .-- ISBN
978-626-95396-7-3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詐欺罪 2.CST: 個案研究
3.CST: 美國紐約市 585.48
*人性追兇 : 全球 15 個絕對真實的犯
罪疑案分析紀實 / 何襪皮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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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320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刑事案件 2.CST: 個案研究
585.8
法院宣告鄉鎮市調解無效及撤銷調
解事件訴訟案例選輯 / 法務部法律
事務司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務
部, 11012 .-- 2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
978-986-5443-76-4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1.CST: 調解 2.CST: 民事訴訟法
586.48
解剖犯罪實驗室 : 揭露法醫科學的
缺 陷 / 布 蘭 登 . 葛 雷 特 (Brandon L.
Garrett)著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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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0-178-4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鑑識 2.CST: 證據 3.CST: 刑事
偵查 4.CST: 法醫學 586.6
法醫鑑定業務統計年報. 109 年度 /
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編 .-- 臺北市 : 法
務部, 11012 .-- 12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43-77-1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2.CST: 法
醫學 3.CST: 鑑識 4.CST: 政府統計
586.66028
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 / 林洲富著 .-16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497-9 ( 平 裝 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強制執行法 586.89
(高普考)尹析老師的行政法觀念課 :
圖解、時事、思惟導引 / 尹析編著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9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13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行政法 588
全球視野下之比較行政法 : 行政法
總論之組織與程序法面向 / 程明修,
李東穎, 宮文祥, 黃銘輝, 高仁川, 張
惠東, 胡博硯, 呂理翔, 陳靜慧, 范文
清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59-7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行政法 2.CST: 比較研究
3.CST: 文集 588.07
多階段行政處分論 : 從行政程序構
造與行政法律關係反思「多階段處
分」與「多階段程序」的學理概念
與司法實踐 / 李建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2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659-0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
1.CST: 行政處分

588.13

我是你的觀護人 / 唐珮玲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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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83-0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觀護制度 2.CST: 更生保護
3.CST: 通俗作品 589.88

軍事

目擊者 : 作為歷史證據的圖像運用 /
彼得.柏克(Peter Burke)作 ; 郭書瑄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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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Act ; MA0050) .-ISBN 978-986-0767-65-0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史學方法 2.CST: 影像分析
3.CST: 圖像學 4.CST: 視覺藝術
603.107

中國史

政戰風雲路 : 歷史 傳承 變革 / 王漢
國, 陳東波, 柴漢熙, 程富陽, 謝奕旭,
王先正, 祁志榮編撰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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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311) .-- ISBN 978-957-139825-9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政治作戰 2.CST: 政戰制度
591.74

*用全景地圖學中國史. 下, 西晉到清
朝 / 余慶俊校訂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12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812-5 (精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2.CST: 歷史地圖
610

當代政治作戰的發想與運用 : 認知
作戰的視角 / 何其穎, 林志龍, 林冠萍,
許世宗, 李蕙貽, 鄭文凱, 許平欣, 張
育君, 范宏宙作 ; 林志龍, 劉興祥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防大學政治
作戰學院, 11012 .-- 179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80-19-1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政治作戰 2.CST: 戰略 3.CST:
宣傳 4.CST: 文集 592.4807

從清帝國到習近平 : 中國現代化四
百年 / 余凱思(Klaus Mühlhahn)作 ; 黃
中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- (春山之巔 ;
11-13) .-- ISBN 978-626-95556-7-3 (上
冊 : 平 裝 ) NT$620 .-- ISBN 978-62695556-8-0 ( 下 冊 : 平 裝 ) NT$580 .-ISBN 978-626-95556-9-7 (全套:平裝)
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610

高精密度嵌入式軍規遙控模組之研
究 / 何健鵬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983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軍事網路 2.CST: 網路科技
3.CST: 自動控制 595.42

全彩圖解.品讀資治通鑑 / (北宋)司馬
光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創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068-59-8 (平裝)
NT$580 普遍級
1.CST: 資治通鑑 2.CST: 歷史故事
610.23

史地/傳記類
史地總論
歷史的轉向 / 黃進興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(允晨叢
刊 ; 173) .-- ISBN 978-626-95094-5-4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史學 2.CST: 史學評論 601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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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喜歡歷史了 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史. 8, 遼金西夏元 / 知中編委會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13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417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2.CST: 通俗史話
610.9
如果歷史是一群喵. 9, 五代十國篇
(萌貓漫畫學歷史) / 肥志編.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1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

(Graphic times) .-- ISBN 978-986-384667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2.CST: 通俗史話
3.CST: 漫畫 610.9

編 ; 第 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73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區域研究 2.CST: 地方政治
3.CST: 唐史 618

中國書院發展與佛教的關係 / 潘秀
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6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
編 ; 第 10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778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院制度 2.CST: 佛教 3.CST:
中國 618

清代翡翠裝飾用玉分析 : 以文獻、
種類與功能為中心 / 蔡麗惠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58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編 ; 第 13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81-1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古玉 2.CST: 玉器 618

中國海洋文化 / 徐華龍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94 面; 26 公分 .-- (古代歷史
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編 ; 第 9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777-4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海洋 2.CST: 文化史 3.CST: 中
國 618

督陶榷使唐英之研究 / 楊舒逸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70 面; 26 公分 .-(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編 ; 第
1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80-4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(清)唐英 2.CST: 古陶瓷
3.CST: 官窯 4.CST: 傳記 618

五季宋初史論探 / 曾育榮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代歷史文化
研究輯刊. 二七編 ; 第 6-8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774-3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775-0 (中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776-7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五代史 2.CST: 宋史 618

道教辟穀文化研究 / 薛中華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14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編 ; 第 11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79-8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養生 2.CST: 道教修鍊 618

北魏軍鎮及軍鎮職官考 : 以正史文
獻與墓誌為中心的探討 / 王萌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代歷史文
化研究輯刊. 二七編 ; 第 3-4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772-9 (下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771-2 (上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軍事 2.CST: 研究考訂 3.CST:
南北朝史 618
先秦文物中的神話歷史 / 宋亦簫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70 面; 26 公分 .-(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編 ; 第
1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69-9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中國神話 2.CST: 歷史 3.CST:
文物研究 618
唐代嶺南國家化進程研究 / 董文陽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4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

戰國趙國歷史地名考證 / 張龍鳳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18 面; 26 公分 .-(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編 ; 第
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70-5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歷史地名 2.CST: 研究考訂
3.CST: 戰國時代 618

中國斷代史
張高評解析經史. 三, 左傳屬辭與文
章義法 / 張高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454-2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1.CST: 左傳 2.CST: 研究考訂
621.737
自由與無為 : 論西漢初年的帝國體
制與黃老思想 / 賈尚軒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62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哲大
系 ; 318) .-- ISBN 978-986-339-122-7
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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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西漢史 2.CST: 帝國主義
3.CST: 黃老治術 622.1
名教與新經 : 東晉袁宏<<後漢紀>>
的史論及其思想 / 蘇子齊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1-240-8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1.CST: (晉)袁宏 2.CST: 後漢紀
3.CST: 學術思想 4.CST: 史學 5.CST:
研究考訂 622.202
隋唐史 / 王壽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14-7366-6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367-3 (下
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隋唐史 623.8
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 : 北宋前期
的政治過程 / 張維玲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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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(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;
158) .-- ISBN 978-986-350-556-3 (平裝)
NT$520 普遍級
1.CST: 政治 2.CST: 古文運動 3.CST:
北宋史 625.1
朱家非比尋常的日常. 一, 窺探明太
祖、成祖與眾太子間的愛恨糾葛 /
胡丹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出版
社出版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發行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47-1-2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明史 2.CST: 通俗史話 626
1856 : 糾結的大清、天國與列強 / 陶
短房著 .-- 修訂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
出版社出版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(History ; 91) .-- ISBN 978-626-951639-1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晚清史 2.CST: 通俗史話
627.6
老佛爺不高興,後果很嚴重 / 端木賜
香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
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92 面; 23
公分 .-- (汲古閣 ; 15) .-- ISBN 978-986392-403-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(清)慈禧太后 2.CST: 傳記
627.81
民國軍閥檔案,重建中 / 江仲淵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HISTORY 系列 ; 76) .-- ISBN
978-957-13-9846-4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民國史 2.CST: 軍閥 3.CST: 人
物志 4.CST: 軼事 628
紅色的纏鬥 : 毛澤東與蔣介石 / 葉永
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- (紅
色三部曲 ; 3) .-- ISBN 978-626-702554-3 (下冊:平裝) NT$450 .-- ISBN 978626-7025-53-6 (上冊: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毛澤東 2.CST: 蔣中正 3.CST:
傳記 4.CST: 民國史 628
人學視域中的「文藝復興」思想重
估 / 徐從輝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2
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
十四編 ; 第 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760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周作人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文學評論 628.08
中國知識界的「蘇俄觀」研究(19171937) / 劉敏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
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
十四編 ; 第 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761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研究 2.CST: 中俄關係
3.CST: 近代史 628.08
民國女子書風遒美化成因研究 / 袁
帥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6 面; 26 公
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四編 ;
第 9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67-5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法美學 2.CST: 書法家
3.CST: 女性 4.CST: 民國史 628.08
哈爾濱向北 : 民國時期俄僑法西斯
的幻滅 / 楊昕沫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24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
研究. 十四編 ; 第 4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762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法西斯主義 2.CST: 僑民
3.CST: 俄國 628.08
清末民國時期青島地區宗教變革研
究 / 魏澤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2
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

十四編 ; 第 6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764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宗教史 2.CST: 宗教改革
3.CST: 山東省青島市 628.08
圖史鉤沉 : 鮑曼泡泡糖畫卡<<日軍
侵華實錄>>詳考 / 李德生, 朱曉寒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4 面; 26 公
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四編 ;
第 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65-1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日戰爭 2.CST: 紙產品
3.CST: 圖錄 628.08
摩登考 : 清末民初中國女性儀容漸
變史 / 李德生, 王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218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
與文化研究. 十四編 ; 第 5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763-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儀容 2.CST: 文化史 3.CST: 女
性 4.CST: 民國史 628.08
讀圖鑒史 : 煙畫<<抗戰八年勝利畫
史>>考 / 李德生, 張瑩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
與文化研究. 十四編 ; 第 8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766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日戰爭 2.CST: 戰史 3.CST:
圖錄 628.08
變局與自覺 : 國學意識的近代勃興
研究 / 黃敦兵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40 面; 26 公分 .-- (民國歷史與文化
研究. 十四編 ; 第 1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759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學研究 628.08
見證歷史的身影 : 印緬遠征軍戰車
團老兵口述歷史 / 李戎篤口述 ; 邱靖
雄作 .-- 臺北市 : 橋樑文化工作室,
11102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80-1-2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第二次世界大戰 2.CST: 中日
戰爭 3.CST: 戰史 4.CST: 口述歷史
628.58
小康中國發展口述史 : 我的共和國
記憶 / <<小康中國發展口述史>>編
委會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時代,
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社會館 ;
ES016) .-- ISBN 978-626-95265-4-3 (平
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2.CST: 現代史 628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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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為什麼? : 「右」難及成因 / 裴
毅然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
11101 .-- 694 面; 23 公分 .-- (Do 歷史 ;
8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068398-1 (平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2.CST: 政治運動
628.73

中國文化史
漢字裡的故事 :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
生活史 / 許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5-18-3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生活 2.CST: 生活史
3.CST: 中國 630
達志通欲 : 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
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 / 羅樂然著 .-新北市 :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學
術出版部 :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012 .-- 500 面; 21 公分 .-- (東
亞學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437-194-5
(平裝) NT$900 普遍級
1.CST: 中韓關係 2.CST: 文化史
637
*何謂中華、何謂漢 : 追逐彩虹的草
原男兒 / 後藤多聞著 ; 鄭天恩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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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68-3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民族史 2.CST: 民族認同
3.CST: 中國史 639
肅慎族系研究 / 王永一, 定宜莊, 胡進
杉, 張華克, 曹文瀚作 ; 廣定遠, 孔果
洛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英
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46 面;
23 公分 .-- (北亞民族史研究叢書 ;
2) .-- ISBN 978-986-99676-2-4 (平裝)
NT$750 普遍級
1.CST: 滿族 2.CST: 民族研究 3.CST:
文集 639.2107

中國地方志
長樂路 : 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 /
史明智(Rob Schmitz)著 ; 葉佳怡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

分 .-- (歷史與現場 ; 311) .-- ISBN 978957-13-9860-0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人物志 2.CST: 社會生活
3.CST: 人文地理 4.CST: 上海市
672.094
藝術游擊 : 6 位藝術創作者在馬祖的
屯墾誌 / 金玟儀, 尹子潔, 張致中, 林
詩樺, 黃建寰, 陳省聿, 陳泳翰撰文 .-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
館, 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519-0 (平裝) NT$330 普
遍級
1.CST: 藝文活動 2.CST: 藝術 3.CST:
福建省連江縣 673.19/137.4

世界史地
世界史偵探柯南. 7, 埃及豔后的魅力
/ 青山剛昌原作 ; 狛枝和生漫畫 ; 黃
薇嬪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728-3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世界史 2.CST: 文化史 3.CST:
漫畫 711
歷史 C / 林美香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93300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世界史 711
賽雷三分鐘漫畫世界史 / 賽雷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02-7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世界史 2.CST: 漫畫 711
百國旅遊攝影集 / 陳清廣, 陳蔡榮美
攝影.文 .-- 臺北市 : 陳建, 11101 .-- 31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122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世界地理 3.CST:
照片集 719
旅行中看見真善美 : 探索人文國度
走訪聖堂險地 / 陳維滄著 .-- 臺中市 :
東海大學圖書館, 11101 .-- 3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8-101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旅遊文學 2.CST: 世界地理
3.CST: 攝影集 719

亞洲史地

聖母峰史詩 / 法蘭西斯.楊赫斯本爵
士(Sir Francis Younghusband)作 ; 黃梅
峰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
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探險與旅
行經典文庫 ; 10) .-- ISBN 978-9860767-71-1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登山 2.CST: 聖母峰
730.8321
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/ 林房雄著 ; 許哲
睿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102 .-- 50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3-69-0 (平裝) NT$660 普
遍級
1.CST: 日本史 2.CST: 第二次世界大
戰 731.2788
京都老舖傳承奧祕 : 七位京老舖社
長家業人生物語 / 郭枝蓁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長京國際文創行銷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88-0-3 ( 精 裝 )
NT$680 普遍級
1.CST: 商店 2.CST: 商店管理 3.CST:
訪談 4.CST: 日本京都市
731.752186
大和日記 : 西日本 / 小林賢伍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鯨嶼文化有限公司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102 .-- 288 面; 22 公分 .-- (Balena ;
1) .-- ISBN 978-626-95610-0-1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旅遊文學 3.CST:
日本 731.9
翻轉首爾 : 叛民城市議題漫遊 / 郭奎
煥, 南霄兒著 ; 顏思妤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(Window ;
10) .-- ISBN 978-986-06604-8-7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 2.CST: 人文地理 3.CST:
社會問題 4.CST: 韓國 732.9
伊斯蘭與寬容的未來 : 一場宗教對
話典範 / 山姆.哈里斯(Sam Harris), 馬
吉德.納瓦茲(Maajid Nawaz)作 ; 梁永
安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立緒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68 面; 21 公
分 .-- (世界公民叢書) .-- ISBN 978986-360-185-2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1.CST: 伊斯蘭教 2.CST: 寬容 735
69

謎一樣的國家 : 老玩童探索以色列 /
鄧予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(鄧予立博文集 ; 14) .-- ISBN
978-626-7056-91-2 (精裝) NT$299 普
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以色列 735.39
台灣＠跨域馬來半島田野地方誌 /
白偉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
版, 111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 ;
25) .-- ISBN 978-626-310-171-5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方志 2.CST: 田野工作 3.CST:
馬來西亞 738.6
小國新加坡的生存與發展 / 藍嘉祥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東南亞史
研究 ; 4) .-- ISBN 978-626-95091-3-3
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區域研究 2.CST: 國家發展
3.CST: 新加坡 738.7

臺灣史地
明鄭臺灣漢詩離散經驗研究 / 劉兆
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68 面; 26 公
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二
一編 ; 第 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757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灣詩 2.CST: 詩評 3.CST: 明
鄭時期 733.08
客家戲幕表戲研究 / 馮文星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98 面; 26 公分 .-- (臺
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一編 ; 第
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52-1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傳統戲劇 3.CST:
即興表演 733.08
建構「客家知識體系」之探析 : 以
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博碩士論文為
中心 / 白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8
面; 26 公分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
輯刊. 二一編 ; 第 1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751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民族研究
733.08
海上之星 : 屏東縣琉球鄉地方傳說
及信仰 / 黃永財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冊 .-- 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二
一編 ; 第 4-6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754-5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755-2 (中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756-9 (下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民間故事 2.CST: 民間信仰
3.CST: 屏東縣琉球鄉 733.08
祭祀與送煞神 : 台北市地區宮廟祭
解儀式及其思想之研究 / 盧俊清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78 面; 26 公分 .-(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一編 ;
第 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53-8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.CST: 宗教儀注
3.CST: 臺北市 733.08
台灣北部海岸與基隆老照片集 / 楊
蓮福導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0 面; 26
公分 .-- (博揚台灣經典 ; 50) .-- ISBN
978-986-5600-52-5 (精裝) NT$2500 普
遍級
1.CST: 臺灣史 2.CST: 港埠 3.CST: 照
片集 4.CST: 基隆市 5.CST: 新北市
733.2
臺灣通史 / 連橫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85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名著文庫 ;
86) .-- ISBN 978-626-317-501-3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史 733.21
*跟著風往前走 / 江冠明著 .-- 新北市 :
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; [臺北
市] :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
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遠景文學
叢書 ; 104) .-- ISBN 978-957-39-1136-4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霧社事件 2.CST: 報導文學
733.2857
戰後台灣的光與影 / 李永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88 面; 21 公分 .-(允晨 叢刊 ; 174) .-- ISBN 978-62695094-6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史 2.CST: 臺灣研究
3.CST: 文集 733.2907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美麗島事件史
料彙編. 二, 對各地美麗島服務處的
調查與監控 / 張世瑛, 林映汝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 ; 新北市 : 國家

人權博物館, 11101 .-- 95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90-5 (精裝)
NT$850 普遍級
1.CST: 美麗島事件 2.CST: 臺灣民主
運動 3.CST: 臺灣史 733.2945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美麗島事件史
料彙編. 一, 對美麗島總社的調查與
監控 / 蕭李居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史館 ; 新北市 : 國家人權博物館,
11101 .-- 6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4-89-9 (精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美麗島事件 2.CST: 臺灣民主
運動 3.CST: 臺灣史 733.2945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美麗島事件史
料彙編. 七, 司法審判 / 林本原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 ; 新北市 : 國
家人權博物館, 11101 .-- 7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95-0 (精裝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美麗島事件 2.CST: 臺灣民主
運動 3.CST: 臺灣史 733.2945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美麗島事件史
料彙編. 八, 事件後的處置 / 薛月順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 ; 新北
市 : 國家人權博物館, 11101 .-- 8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96-7 (精
裝) NT$750 普遍級
1.CST: 美麗島事件 2.CST: 臺灣民主
運動 3.CST: 臺灣史 733.2945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美麗島事件史
料彙編. 三, 各方陳述的高雄事件 / 許
瑞浩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 ;
新北市 : 國家人權博物館, 11101 .-74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91-2 (精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美麗島事件 2.CST: 臺灣民主
運動 3.CST: 臺灣史 733.2945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美麗島事件史
料彙編. 五, 逮捕與偵訊 / 何鳳嬌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 ; 新北市 :
國家人權博物館, 11101 .-- 7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93-6 (精裝)
NT$700 普遍級
1.CST: 美麗島事件 2.CST: 臺灣民主
運動 3.CST: 臺灣史 733.2945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美麗島事件史
料彙編. 六, 軍法審判 / 林本原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 ; 新北市 : 國
家人權博物館, 11101 .-- 961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94-3 (精裝)
NT$8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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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美麗島事件 2.CST: 臺灣民主
運動 3.CST: 臺灣史 733.2945
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: 美麗島事件史
料彙編. 四, 逮捕與偵訊 / 何鳳嬌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史館 ; 新北市 :
國家人權博物館, 11101 .-- 659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92-9 (精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美麗島事件 2.CST: 臺灣民主
運動 3.CST: 臺灣史 733.2945
三合院百年風華 / 廖文志作 .-- 初
版 .-- 彰化縣花壇鄉 : 速立欣行銷科
技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0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93-0-5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生活史 2.CST: 三合院 733.4
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時空探險 / 蔣朝
根, 謝昕彧文字編輯 ; 謝昕彧繪圖 .-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財團法人蔣渭水文
化基金會, 11012 .-- 46 面; 24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85-0-6 (精裝)
NT$192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新文化運動 2.CST: 臺灣
史 3.CST: 繪本 733.409
樂為世界人 : 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特
展展覽專刊 / 黃裕元, 許美雲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,
11012 .-- 20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510-7 (平裝) NT$865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文化協會 2.CST: 博物館
特展 733.455
遇見西拉雅 : 繽紛意境 台南再發現 /
溫士凱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交通部
觀光局 西拉雅 國家 風景區 管理處 ,
1101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55-5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 2.CST: 西拉雅國家風景
區 733.64
山地書 / 程兆熊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(程兆熊作品集 ; 4) .-- ISBN
978-986-0799-91-0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CST: 臺灣遊記 2.CST: 登山 3.CST:
旅遊文學 733.69
好節氣、好天氣 : 淑麗氣象趴趴 GO
十年陪你全臺走透透! / 王淑麗著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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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(People ; 476) .-- ISBN 978-95713-9817-4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
1.CST: 臺灣遊記

733.69

高山行 / 程兆熊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(程兆熊作品集 ; 3) .-- ISBN
978-986-0799-90-3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CST: 臺灣遊記 2.CST: 登山 3.CST:
旅遊文學 733.69
高山族中 : 臺灣宜蘭山地之行 / 程兆
熊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(程兆熊作品集 ; 2) .-- ISBN 978-9860799-89-7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登山 3.CST: 旅遊
文學 4.CST: 宜蘭縣 733.69
臺灣山地紀行 / 程兆熊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程兆熊作品集 ;
1) .-- ISBN 978-986-0799-88-0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遊記 2.CST: 登山 3.CST:
旅遊文學 733.69
樂遊台灣.百年風華 : 帶你走讀老字
號的傳承經營故事 / 樂寫團隊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6-00-0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臺灣遊記 2.CST: 商店
733.69
從弘法寺到天后宮 : 走訪日治時期
臺北朝聖之路 / 王曉鈴作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Across ; 59) .-- ISBN 978-957-13-98754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寺廟 2.CST: 日據時期 3.CST:
臺北市 733.9/101.61
獅舞十五 獅藝文化之旅 / 蒲彥光, 林
庭婕, 許晉瑋撰稿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
泰山區公所, 11012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2-80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民俗活動 2.CST: 民間信仰
3.CST: 舞獅 4.CST: 新北市泰山區
733.9/103.9/133.4
你所不知道的淡水史 / 張建隆, 蘇文
魁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
私立淡江高級中學, 11103 .-- 19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190-2-8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歷史 3.CST:
新北市淡水區 733.9/103.9/141.4

1.CST: 生活史 2.CST: 臺中市
733.9/115.4

八斗子漁村的魔法 / 王俊昌文 ; 謝以
莊圖 .-- 桃園市 : 博識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16 面; 23X21 公分 .-教育部 USR-B 打造國際旅遊島及其
週邊之地域創生與永續發展子計畫.
1, 「文化資產活化與文創商品設計」
成果;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41664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產業發展
3.CST: 繪本 4.CST: 基隆市
733.9/105.4

新社.新色 : 丘陵上的家 / 賴佳瑜著 .- [臺中市] : 賴佳瑜, 11012 .-- 13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44-3 (平
裝) NT$880 普遍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臺中市新社
區 733.9/117.9/135.4

山與海的綠色秘境 : 台 2 線濱海公路
/ 劉伯樂, sanye 繪 ; 張日郡著 .-- 初
版 .-- [新北市] :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
區養護工程處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58-6 (精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生態旅遊 2.CST: 繪本 3.CST:
基隆市 4.CST: 宜蘭縣 733.9/105.6
走進桃花塢 : 桃園的驛聲一視 / 翁珮
甄著 .-- 桃園市 : 翁珮甄, 11012 .-- 1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320 (平裝) NT$880 普遍級
1.CST: 鐵路車站 2.CST: 人文地理
3.CST: 旅遊 4.CST: 桃園市
733.9/109.4
溪望 : 南崁溪的轉化與再生 = The
transform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
Nankan River / 鄭文燦編著 .-- 第 1 版 .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出版 :
桃園市政府發行, 11101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54-8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桃園市
3.CST: 南崁溪 733.9/109.4
龜返頂庄 再見往日妝顏 / 翁建道
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龜山區
公所, 11012 .-- 256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0-59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歷史 3.CST:
桃園市龜山區 733.9/109.9/121.4
記憶的滋味 : 1960 年代美軍在台中 /
熊一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; 臺中市 : 臺中
市政府文化局, 11101 .-- 1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4-65-6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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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. 第六輯 / 二林
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 .-彰化縣二林鎮 : 二林社區大學,
11012 .-- 324 面; 26 公分 .-- (續地方文
史專輯 ; 第 17 輯) .-- ISBN 978-98688914-9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方志 2.CST: 彰化縣二林鎮
733.9/121.9/105.1
鹿溪筆談 / 蔡志展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
縣鹿港鎮 : 彰化縣鹿港鎮公所,
11012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3-45-7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歷史 2.CST: 鄉土文化 3.CST:
人物志 4.CST: 彰化縣鹿港鎮
733.9/121.9/143.4
舊愛雲林 : 26 則雲林へ故事 / 陳璧君
總編輯 .-- 三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
林縣政府, 11101 .-- 11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50-44-7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歷史 2.CST: 房屋建築 3.CST:
雲林縣 733.9/123.2
嘉義縣文史 / 李明仁總編輯 .-- 嘉義
縣太保市 :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,
11012 .-- 2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9-02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歷史 2.CST: 人文地理 3.CST:
嘉義縣 733.9/125.2
鹿仔草鄉土行踏 / 曾俊銘總編輯 .-第四版 .-- 嘉義縣鹿草鄉 : 嘉義縣鹿
草鄉公所, 11012 .-- 156 面; 20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47-1 (平裝)
NT$330 普遍級
1.CST: 鄉土志 2.CST: 嘉義縣鹿草鄉
733.9/125.9/127.1
灣裡悠遊。好食在 / 郭麗桂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灣裡黃金商
圈發展協會, 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41-0-2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 2.CST: 小吃 3.CST: 寺廟
4.CST: 臺南市 733.9/127.9/103.6

眾神的領地 : 遇見安平信仰 400 年 /
曹婷婷文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
市安平區公所, 11101 .-- 1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71-3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宗教文化 2.CST: 民間信仰
3.CST: 臺南市安平區
733.9/127.9/111.4
新化的街頭巷尾與聚落 / 施進發作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新化區公所,
11012 .-- 191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7-73-7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旅遊 3.CST:
社會生活 4.CST: 臺南市新化區
733.9/129.9/147.4
高雄文化研究年刊. 2021 年 / 高雄市
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新裕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8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28-1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區域研究 2.CST: 文化研究
3.CST: 期刊 4.CST: 高雄市
733.9/131.05
山裏食 : 以食為引,走進高雄山間廚
房 / 謝欣珈, 林宜潔, Fion, 黃怜穎,
Roger 文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
市政府文化局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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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69-8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 2.CST: 餐飲業 3.CST: 手
工藝 4.CST: 高雄市 733.9/131.6
LAUNCHER COLOR : 走過日曬風吹
的 100 種半島生活 / 王力萱, 王胤璇,
朱靖閎, 余楊心平, 李怡璇, 林采葳,
林惠琪, 張彥頡, 莊郁盈, 楊雅儒, 劉
于暐編輯 .-- 屏東縣恆春鎮 : 城東大
院子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4-0-8 (精
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 2.CST: 生活方式 3.CST:
屏東縣恆春鎮 733.9/135.9/133.69
*逆流 :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
學院高教深耕課程 : 宗教與在地:新
城神社舊址古蹟之活化呈現與實踐
小組作品集 = Upstream / 徐悅玲, 曾
子穎, 曾櫳震著 ; 徐悅玲主編 .-- 初
版 .-- 花蓮縣壽豐鄉 : 曾櫳震, 11012 .- 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19-1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1.CST: 神社 2.CST: 人文地理 3.CST:
歷史 4.CST: 花蓮縣新城鄉
733.9/137.9/115.4
臺 東 土黏 黏 . No.006 / 張嘉玲總 編
輯 .-- 臺東市 : 國立臺東大學數位媒
體與文教產業學系, 11101 .-- 5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54-2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社會生活 2.CST: 飲食 3.CST:
臺東縣 733.9/139.4
與山海相遇 : 蘭嶼輕旅行 / 程遠翔
作 .-- 臺北市 : 程遠翔, 11012 .-- 33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781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 2.CST: 臺東縣蘭嶼鄉
733.9/139.9/131.6

歐洲史地
極簡義大利史 / 北原敦作 ; 甘為治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5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01-7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義大利史 745.1
極簡俄羅斯史 / 関真興作 ; 陳聖怡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91-4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俄國史 748.1

美洲史地
螺絲愈來愈鬆 : 從政客、名流和小
人物,記錄當代美國走向內在瓦解與
重 建 的心 靈史 / 喬治. 派克(George
Packer)著 ; 王姿云, 張苓蕾, 黃妤萱,
謝濟真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體文
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(黑盒子 ; 1) .-- ISBN 978-626-95589-02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1.CST: 美國史 2.CST: 社會問題
3.CST: 發展危機 752.26
(看漫畫環遊世界)哈囉小梅子 : 坐飛
機到美國 / 徐智沅文 ; 金洪善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329-6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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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旅遊 2.CST: 漫畫 3.CST: 美國
752.9

傳記
味蕾中的靈魂 / 楊路得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生
活.台灣. 人文 ; 27) .-- ISBN 978-986294-299-4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世界傳記 2.CST: 飲食風俗
781.05
學霸養成記 : 歷代學子的逆襲之路 /
韓明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HISTORY 系列 ;
75) .-- ISBN 978-957-13-9843-3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傳記 2.CST: 中國 782.1
國學潮人誌. 2 : 古人超創意 / 宋怡慧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中文好行 ; 13) .-- ISBN
978-626-310-164-7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人物志 2.CST: 中國 782.2
<<宋史文苑傳>>中所顯現之忠義情
懷 : 以經歷靖康之難安邦定國者為
觀察主體 / 林宜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(文學研究
叢 書 . 古 典 文 學 叢 刊 ; 803017) .-ISBN 978-986-478-559-9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學 2.CST: 作家 3.CST:
傳記 4.CST: 宋代 782.24
西漢雙雄 : 長平侯衛青與冠軍侯霍
去病,且看舅甥二人如何助武帝開創
大漢盛世 / 喬忠延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7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13-0 ( 平 裝 )
NT$370 普遍級
1.CST: (漢)衛青 2.CST: (漢)霍去病
3.CST: 傳記 782.821
赋得古原击剑歌 : 曾纪鑫著<<抗倭
名将俞大猷>>评论集 / 冰马主编 .-第 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凌 零 出 版 社 ,
11012 .-- 300 面; 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
賦得古原擊劍歌: 曾紀鑫著<<抗倭名
將俞大猷>>評論集 .-- ISBN 978-62695476-1-6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(明)俞大猷 2.CST: 傳記
3.CST: 文學評論 4.CST: 文集
782.867
遇見張愛玲 她從海上來 / 艾嘉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 (博雅文庫 ; 170) .-- ISBN 978-626317-489-4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張愛玲 2.CST: 傳記 782.886
1955-1985 年中国大陆生活回忆 / 杨
光着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2 面; 21 公
分 .-- 正體題名:1955-1985 年中國大
陸生活回憶 .-- ISBN 978-626-7105-092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楊光 2.CST: 自傳 3.CST: 中國
782.887

ROLAND 羅蘭. 逆襲篇 / ROLAND 監
修 ; 井上紀良漫畫 ; 黃詩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(Tomato ;
75) .-- ISBN 978-986-133-811-8 (平裝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羅蘭 2.CST: 傳記 3.CST: 漫畫
783.18
一名江戶城裡的異鄉女子 / 艾美.史
丹利(Amy Stanley)著 ; 林士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8-128-7 ( 平 裝 )
NT$580 普遍級
1.CST: 常野(Tsuneno, 1804-1853)
2.CST: 女性傳記 3.CST: 江戶時代
4.CST: 日本東京 783.18

王貽蓀戰時日記(1943) = The diaries
of Wang Yi-sun, 1943 / 王貽蓀原著 ;
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日記 ; 89) .-- ISBN 978-626-703654-9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王貽蓀 2.CST: 傳記 782.887

工作即創作 : 皆川明的人生與製作
哲學 / 皆川明著 ; 蘇暐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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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68-6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皆川明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服裝設計 4.CST: 傳記
783.18

王 貽 蓀 戰 時 日 記 (1944-1945) = The
diaries of Wang Yi-sun, 1944-1945 / 王
貽蓀原著 ;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
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
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
公分 .-- (民國日記 ; 90) .-- ISBN 978626-7036-55-6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王貽蓀 2.CST: 傳記 782.887

警察吉岡喜三郎日記選輯 / 吉岡喜
三郎原著 ; 鍾淑敏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
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 11012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2-636 (精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吉岡喜三郎 2.CST: 警察
3.CST: 傳記 4.CST: 警政史 5.CST: 日
據時期 783.18

周恩來 : 毛澤東背後的力量 / 邁克.迪
倫(Michael Dillon)著 ; 何啟仁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1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36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周恩來 2.CST: 傳記 782.887

狂賭未來 : 韓國首富徐廷珍的

ROLAND.羅蘭 / ROLAND 監修 ; 井上
紀良漫畫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冊 .-- (Tomato ; 74) .-- ISBN 978-986133-810-1 (全套: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羅蘭 2.CST: 傳記 3.CST: 漫畫
783.18

Celltrion 神話 / 郭禎秀(곽정수)著 ; 陳
慧瑜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一起
來思 ; 32) .-- ISBN 978-626-95396-6-6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徐廷珍 2.CST: 傳記 3.CST: 韓
國 783.28
贏在轉型力 : 後疫情時代與數位化
的 15 個人生啟示 / 勵活課程講師群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
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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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6-93-3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傳記 2.CST: 人物志
783.31
客 家 傑 出 人 物 誌 = The stories of
extraordinary Hakka people / 黃秋萍, 冷
孟臻, 張綦桓採訪撰稿 ; 彭偉族主
編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政府, 11012 .-228 面; 25X27 公分 .-- 中英日對照 .-ISBN 978-986-5429-61-4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臺灣傳記 2.CST: 人物志
3.CST: 客家 4.CST: 花蓮縣
783.36/137
落花春泥與新芽 : 林游阿妹女士百
年誕辰 林亮均林亭均受難四十週年
紀念文集 / 慈林教育基金會編 .-- 初
版 .-- 宜蘭縣五結鄉 : 財團法人慈林
教育基金會, 11101 .-- 5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624-3-3 (精裝)
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林氏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7
樹林裡的秘密. 2, 王作霖先生傳 / 王
芝友, 呂宛儒, 邱成君, 許美怡, 彭莉
珍, 葉順生, 董秋紅, 董亞欣, 藍郁雯
文字 ; 王子維繪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
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, 11012 .-- 24 面;
27X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5462-85-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王作霖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繪本 783.388
一個平凡人的珍貴經歷 : 華淵電機
名譽董事長孫睿哲回憶錄 / 孫睿哲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知識流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(企業新時代 ; 4) .-- ISBN 978986-99401-2-2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孫睿哲 2.CST: 企業經營
3.CST: 企業家 4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玉丁寧館留珍 / 秦孝儀作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, 11012 .-24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606-0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秦孝儀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回首六十 : 大茂空調董事長賴芓宏
的甘味人生 / 賴芓宏, 江舜堯編著 .-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寬鼎設計工
作室, 11101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
978-626-95608-0-6 (精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賴芓宏 2.CST: 空調工程
3.CST: 自傳 4.CST: 臺灣 783.3886
何定生著作集. 二, 尚書與文法 / 何定
生原著 ; 車行健主編 ; 盧啟聰整理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420 面; 23 公分 .-(何定生著作集 ; 505004) .-- ISBN 978986-478-555-1 (平裝) NT$620 普遍級
1.CST: 何定生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傳記 783.3886
余英時九二冥誕紀念 / 盧建榮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高地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229 面; 21 公分 .-(社會/文化史集刊 ; 29) .-- ISBN 978957-8724-53-2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1.CST: 余英時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史學 4.CST: 文集 783.3886
*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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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95397-2-7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余英時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傳記 783.3886
我的臉書歲月 : 居士隨筆. 卷五, 一對
佳偶 / 楊敏盛作 .-- 桃園市 : 財團法
人聯合醫學基金會出版 : 盛弘醫藥
股分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49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9975-9-8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楊敏盛 2.CST: 醫師 3.CST: 臺
灣傳記 783.3886
我的臉書歲月 : 居士隨筆. 卷四, 一壺
老酒 / 楊敏盛作 .-- 桃園市 : 財團法
人聯合醫學基金會出版 : 盛弘醫藥
股分有限公司發行, 11012 .-- 2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9975-8-1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楊敏盛 2.CST: 醫師 3.CST: 臺
灣傳記 783.3886
我會到 : 王慈倫的志工人生 / 王慈倫
主述 ; 陳美羿, 高玉美, 王鳳娥, 陳怡
伶, 郭寶瑛, 林秀蘭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,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
基金會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33-1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王慈倫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志工 783.3886

每一天都是愛的練習 : 莊宏達和瑪
利亞基金會的生命實踐 / 李嘉人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22) .-- ISBN
978-986-525-431-5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莊宏達 2.CST: 瑪利亞社會福
利基金會 3.CST: 臺灣傳記 4.CST: 身
心障礙機構 783.3886
勇敢向前 : 2 次成功挑戰金氏世界紀
錄 = Hang on to your dreams : largest
collection of banknotes Guinness World
Records twice / 楊順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12 .-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218-1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楊順復 2.CST: 自傳 3.CST: 臺
灣 783.3886
恬恬學,頂真做 : 針織機師傅李文德
的圓編人生 / 李文德, 王美雪, 李秋慧,
李靜慧, 李宗家, 陳子平, 陳子安, 黃
宇禾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李宗家,
11012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17-7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李文德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流轉 / 陳騰芳作 .-- 新竹市 : 陳騰芳
出版 : 義言堂出版社發行, 11101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56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陳騰芳 2.CST: 新聞從業人員
3.CST: 回憶錄 4.CST: 臺灣
783.3886
重生 : 從煙毒犯到王牌保險經理人
的眼淚與轉捩 / 陳慧珠作 .-- 修訂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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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5-6-7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陳慧珠 2.CST: 自傳 3.CST: 臺
灣 783.3886
飛鴻踏雪泥 : 中華民國前駐教廷大
使杜筑生回憶錄 / 杜筑生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輔 仁 大 學 出 版 社 ,
11101 .-- 545 面; 23 公分 .-- (輔仁大學
叢書 ; 146) .-- ISBN 978-986-0729-31-3
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杜筑生 2.CST: 外交人員
3.CST: 回憶錄 4.CST: 臺灣
783.38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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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山首學 : 王作霖秀才逝世一百週
年紀念集 / 李孟勳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, 11012 .- 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84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王作霖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逆轉的王牌 : 官大元 / 官大元, 洪紫
峯著 ; 卓子傑文字整理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堡壘文化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入魂 ; 12) .-- ISBN 978-626-7092-064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官大元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運動員 4.CST: 職業棒球
783.3886
逆襲 : Masaw Akit 彭密成傳記 : 木瓜
溪流域太魯閣族 Mhiyang 住區家族
四百年史 / 旭日羿.吉宏 Kaji Cihung
作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秀林鄉 : 旭日羿.
吉宏, 11012 .-- 2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55-9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彭密成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臺灣原住民族 4.CST: 太魯閣
族 5.CST: 家族史 783.3886
張棟蘭的傳奇人生 = A fantastic life of
Tung-Lan (Symonds) Chang / 張維卿,
張維廉合著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文化
局, 11012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(竹塹
文化資產叢書 ; 586) .-- ISBN 978-6267091-06-7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張棟蘭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陳土根先生紀念文集 / 陳玲玉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雙
清文教基金會, 11012 .-- 27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487-3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陳土根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曾德堂平凡的人生 : 公益與正義 / 曾
德堂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曾德堂,
11101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34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曾德堂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植病科學行者的人生機緣 / 黄鴻章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0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25-9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黄鴻章 2.CST: 自傳
783.3886
雁度寒潭 : 八十感言 / 陳興國著 .-[臺北市] : 陳興國, 11101 .-- 23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05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陳興國 2.CST: 自傳 3.CST: 臺
灣 783.3886
當失業成即時動態 : 餐飲服務生,政
治幕僚到議員參選人的斜槓之旅 /
郭岱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的文
化, 1110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6-05-2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郭岱軒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寧當先行者 / 劉偉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圓神文叢 ; 309) .- ISBN 978-986-133-813-2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劉偉民 2.CST: 醫師 3.CST: 自
傳 4.CST: 臺灣 783.3886
盡萃竹中三十年 : 辛志平校長紀念
圖文集 / 張福春主編 .-- 新竹市 : 財
團法人辛志平校長獎學基金會,
1110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547-1-7 (精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辛志平 2.CST: 校長 3.CST: 臺
灣傳記 783.3886
蔡慶和先生重要研究著作手稿 / 蔡
錦玲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財團法人
和線教育基金會, 11101 .-- 61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44-1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蔡慶和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傳記 4.CST: 文集 783.3886
韓良誠醫師 : 台大 2015 年傑出校友
紀念集 / 韓良誠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韓良誠,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,
1101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41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韓良誠 2.CST: 醫師 3.CST: 臺
灣傳記 783.3886
一個瑜伽修行者的自傳 / 帕拉宏撒.
尤迦南達作 ; 張文婷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青春講

義 ; 128) .-- ISBN 978-986-392-402-9
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尤迦南達(Yogananda,
Paramahansa, 1893-1952.) 2.CST: 自傳
3.CST: 印度 783.718
吳作棟傳(1990-2004) : 新加坡的卓越
關鍵 / 白勝暉著 ; 林琬緋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(社會人文 ; BGB519) .-- ISBN
978-986-525-412-4 (精裝) NT$650 普
遍級
1.CST: 吳作棟 2.CST: 傳記 783.878
戰場上的手術刀 / 大衛.諾特(David
Nott)作 ; 林步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NEW 不
歸類 ; RG8045) .-- ISBN 978-626-310166-1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諾特(Nott, David) 2.CST: 災害
醫學 3.CST: 傳記 784.18
向生命說 Yes : 意義治療大師弗蘭克
在集中營的歷劫記 = Man's search for
meaning / 維 克 多 . 弗 蘭 克 (Viktor E.
Frankl)著 ; 李雪媛, 呂以榮, 柯乃瑜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Soul 系列 ; 18) .-- ISBN
978-626-95477-1-5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弗蘭克(Frankl, Viktor E.
2.CST: 傳記 3.CST: 心理治療 4.CST:
集中營 5.CST: 奧地利 784.418
非關毀滅 : 阿佛烈.諾貝爾,發明炸藥
的和平主義者 / 艾仲廷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06-2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諾貝爾(Nobel, Alfred Bernhard,
1833-1896) 2.CST: 傳記 784.758
*山徑之旅 : 世界上首位盲人,走完世
界最長最險峻的山徑 / 比爾.艾文, 大
衞.麥卡斯藍著 ; 李成嶽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9-51-8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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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艾文(Irwin, Bill, 1940-) 2.CST:
視障者 3.CST: 健行 4.CST: 傳記
5.CST: 美國 785.28
內在驅動力 : 不需外在獎勵和誘因,
引燃 700 萬人生命變革的關鍵力量 /
薩拉斯.吉凡(Sharath Jeevan)作 ; 林步
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(人文思潮 ; 155) .-- ISBN 978986-134-405-8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動機 3.CST: 自
我實現 177.2
天才有極限 : 科學奇葩阿爾伯特.愛
因斯坦 / 侯東政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12-3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愛因斯坦(Einstein, Albert,
1879-1955) 2.CST: 傳記 3.CST: 美國
785.28
沒有人活著離開 : 吉姆.莫里森傳 / 傑
里.霍普金斯(Jerry Hopkins), 丹尼.蘇
格曼(Danny Sugerman)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雙囍出版, 11101 .-- 416 面; 21 公
分 .-- (雙囍藝術 ; 2) .-- ISBN 978-62695496-4-1 (平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莫里森(Morrison, Jim, 19431971) 2.CST: 歌星 3.CST: 搖滾樂
4.CST: 樂團 5.CST: 傳記 6.CST: 美國
785.28
重於天堂 : 科特.柯本傳 / 查爾斯.克
羅斯(Charles R. Cross)作 ; 蘇星宇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00 面; 22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34-6-1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柯本(Cobain, Kurt, 1967-1994.)
2.CST: 歌星 3.CST: 搖滾樂 4.CST: 樂
團 5.CST: 傳記 6.CST: 美國 785.28
除了美鈔,你該知道的富蘭克林 : 印
刷工、科學家、外交官、政治家......
只有你想不到,沒有他做不到! / 潘于
真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94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993-0 (平裝) NT$375 普遍級
1.CST: 富蘭克林(Franklin, Benjamin,
1706-1790) 2.CST: 傳記 3.CST: 美國
785.28

賀錦麗的白宮之路 : 賀錦麗身為女
性、少數種族族群,且來自單親家庭,
她是如何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女性
副總統的? / 丹.莫藍(Dan Morain)著 ;
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(Style ; 59) .-- ISBN 978-6267041-88-8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賀錦麗(Harris, Kamala) 2.CST:
女性傳記 3.CST: 美國 785.28
*聖戰黑鷹 : 沙漠風暴名將鮑威爾傳
奇 / 大衛.羅斯著 ; 吳玲美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9-52-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鮑威爾(Powell, Colin L.)
2.CST: 軍人 3.CST: 傳記 4.CST: 美國
785.28
解開焦慮密碼 / 茱蒂絲.霍爾(Judith
Hoare)著 ; 吳凱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行路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6-4-8 (平裝)
NT$499 普遍級
1.CST: 維克斯(Weekes, Claire) 2.CST:
醫師 3.CST: 女性傳記 787.18

文物考古
甲骨綴合三集 = Catalogue of rejoined
oracle bones. volume III / 蔡哲茂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
言研究所, 11102 .-- 620 面; 30 公分 .- 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;
112) .-- ISBN 978-626-7002-62-9 (精裝)
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甲骨學 2.CST: 甲骨文 792
錢錄 / (清)梁詩正, 于敏中輯錄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213) .-- ISBN 978-986-0799-80-4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古錢 2.CST: 貨幣史 3.CST: 中
國 793.4
汝窯新發現 = New discoveries in Ru
Kiln / 王南雄主編 .-- 新北市 : 聯想文
化實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8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103-4-8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古陶瓷 2.CST: 瓷器 3.CST: 北
宋 796.6

語言/文學類
語言文字學
三十而立 : 台灣語文學會三十週年
慶祝論文集 / 陳淑娟, 江敏華主編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臺 灣 語 文 學 會 ,
11012 .-- 4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9065-3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語言學 2.CST: 文集 3.CST: 臺
灣 800.7
少數群體語言權利 : 加拿大、英國、
臺灣語言政策之比較 / 王保鍵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487-0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少數族群 2.CST: 語言政策
3.CST: 比較研究 4.CST: 文集 800.7
<<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柒).越公其
事>>考釋 / 江秋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冊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
刊. 二二編 ; 第 22-24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848-1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18-849-8 ( 中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850-4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簡牘文字 2.CST: 研究考訂
802.08
<<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肆)-(柒)>>
字根研究 / 范天培著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冊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
刊. 二二編 ; 第 17-21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847-4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518-846-7 (第 4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18-845-0 (第 3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44-3 (第 2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43-6 (第 1
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簡牘文字 2.CST: 詞根 3.CST:
研究考訂 802.08
<<集韻>>增收叶韻字字音研究 / 康
欣瑜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2 面; 30
公分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
二編 ; 第 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833-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集韻 2.CST: 聲韻 3.CST: 研究
考訂 802.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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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<說文解字>>天文考 : 以十三經與
出土文物為比較範疇 / 張育州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中國語言文
字研究輯刊. 二二編 ; 第 1-2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828-3 (下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827-6 (上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說文解字 2.CST: 天文學
3.CST: 研究考訂 802.08
傈僳族音節文字研究 / 韓立坤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二編 ; 第
2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54-2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傈僳族 2.CST: 少數民族語言
3.CST: 研究考訂 802.08
上博楚簡字詞新證 / 楊奉聯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16 面; 30 公分 .-- (中
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二編 ; 第 10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36-8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簡牘文字 2.CST: 研究考訂
802.08
古漢語常用詞研究論文集 / 楊鳳仙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38 面; 30 公
分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二
編 ; 第 6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32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詞彙 3.CST: 古代
4.CST: 文集 802.08
明代戲曲用韻與清代官話語音研究 /
彭靜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30
公分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
二編 ; 第 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834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明代戲曲 2.CST: 聲韻學
3.CST: 北方方言 4.CST: 語音學
802.08
秦簡書體文字研究 / 葉書珊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中國語言文字
研究輯刊. 二二編 ; 第 12-16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842-9 (第 5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41-2 (第 4 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40-5 (第 3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39-9

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838-2 (第 1 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簡牘文字 2.CST: 書體 3.CST:
研究考訂 802.08
從<<紅樓夢>>異文看明清常用詞的
歷時演變和地域分佈 / 劉寶霞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62 面; 30 公分 .-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二編 ; 第
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831-3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紅樓夢 2.CST: 詞彙 3.CST: 明
清史 4.CST: 研究考訂 802.08
清華簡中鄭國事類簡集釋及其相關
問題研究 / 鄭榆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冊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
刊. 二二編 ; 第 25-27 冊) .-- ISBN 978986-518-851-1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18-852-8 ( 中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853-5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簡牘文字 2.CST: 研究考訂
802.08
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(修訂本) / 林
清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6 面; 30
公分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
二編 ; 第 9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835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字 2.CST: 古文字學
3.CST: 文字形態學 802.08
漢語顏色詞的生成與發展 : 以重疊
式顏色詞爲中心 / 沈相淳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中國語言文字
研究輯刊. 二二編 ; 第 3-4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830-6 ( 下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829-0 (上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顏色 3.CST: 詞彙
4.CST: 歷史 802.08
戰國楚系簡帛文字部件增繁研究 /
陳厚任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18 面;
30 公分 .-- (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
二二編 ; 第 11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837-5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簡牘文字 2.CST: 帛書 3.CST:
研究考訂 802.08

戰鬥吧!成語 : 登入厭世伺服器 / 厭
世國文老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25-2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成語 3.CST: 通俗
作品 802.183
這句成語有意思 / 世一文化編輯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96 面; 26
公分 .-- (閱讀有意思 ; 4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626-313-036-4 ( 平 裝 )
NT$15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成語 3.CST: 通俗
作品 802.1839
字音字形競賽試題完全解析. 國中組
/ 李雅萍編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
螢火蟲出版社, 11102 .-- 20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2-412-9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聲韻 3.CST: 中國
文字 4.CST: 字體 5.CST: 問題集
802.49022
桃園大牛椆閩南話研究 / 張屏生著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
社, 11012 .-- 3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205-2-3 (平裝) NT$850 普
遍級
1.CST: 閩南語 2.CST: 比較方言學
3.CST: 桃園市 802.5232
臺灣客語的詞彙發展與行業詞彙研
究 / 江俊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301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511-2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客語 2.CST: 比較方言學
3.CST: 臺灣 802.5238
連城客家話音韻研究 / 陳秀琪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3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38-968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客語 2.CST: 聲韻 802.52384
漢語動貌的歷史語法研究 / 張泰源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30 面; 23 公
分 .-- (語言文字叢書 ; 1000019) .-ISBN 978-986-478-598-8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語法 802.6
華語寫作一學就上手. 進階級 / 陳嘉
凌, 李菊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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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520-4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作文 3.CST: 寫作
法 802.7
(鐵路特考)超級犯規!國文高分關鍵
的七堂課 / 李宜藍編著 .-- 第八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7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16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讀本 802.8
來!學華語. 第二冊, 課本 = Let's learn
Mandarin textbook. 2 / 孫懿芬, 曹靜儀,
張家銘, 黃亭寧編寫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, 11103 .-1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75-3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讀本 802.85
滿文原檔<<滿文原檔>>選讀譯注 :
太祖朝. 六 / 莊吉發譯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12 .-- 520
面; 21 公分 .-- (滿語叢刊 ; 45) .-- ISBN
978-986-314-579-0 (平裝) NT$720 普
遍級
1.CST: 滿語 2.CST: 讀本 802.918
我的菜日文 : 快速學會 50 音 / 雅典
日研所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全民學日語 ; 66) .-- ISBN
978-626-95467-2-5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音 3.CST: 假名
803.1134
好學日本語 / 堀尾友紀, 葉平亭著 ;
黃朋心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1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919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讀本 803.18
品味日本近代兒童文學名著(寂天雲
隨身聽 APP 版) / 宮澤賢治, 小川未明,
有島武郎, 夢野久作, 坪田讓治著 ; 蕭
照芳, 洪玉樹, 蔡佩青譯 .-- 初版 .-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中日
對照 .-- ISBN 978-626-300-090-2 (25K
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讀本 803.18
樂學日語 / 緒方智幸, 林嘉惠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鴻麒創意整合行銷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82447-3-3 (第 2 冊: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讀本 803.18
Shadowing 跟讀法. 2 : 從日常強化日
語談話力 / 今泉江利子著 ; 柯惠真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532-595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會話 3.CST: 學習
方法 803.188
日本語基本 1200 句會話「萬用句型」
x「生活單字」input 輸入→output 輸
出寶典! / 吉松由美, 大山和佳子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實用日語 ; 4) .-- ISBN 978-986246-665-0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會話 803.188
N3、N2、N1 新日檢常見 500 文型 :
一目瞭然!必考文法考前筆記總整理
/ 許心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
學村出版社, 11102 .-- 1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204-8 (平裝)
NT$399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法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朗讀 QR 碼精修關鍵字版新制對應絕
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 N3 / 吉松由美,
田中陽子, 西村惠子, 山田社日檢題
庫小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
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日檢智庫 QR Code ; 8) .-ISBN 978-986-246-664-3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69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法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絕對合格全攻略!新制日檢 N5 必背
必出聽力 / 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, 田中
陽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絕對合格 ; 22) .-- ISBN 978-986-246663-6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1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能力測驗
803.189
精修關鍵句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!日
檢必背閱讀 N5 / 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

分 .-- (日檢智庫 ; 35) .-- ISBN 978-986246-666-7 (平裝) NT$336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讀本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穩紮穩打!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文
法 = Japanese-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/
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.-- 初版 .-屏東市 :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 306 面; 26 公分 .-- (N5 系列. 文法) .- ISBN 978-986-97784-9-7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法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活用韓語語法 / 羅際任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102 .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(外語學習系列 ;
100) .-- ISBN 978-986-5560-56-0 (第 1
冊: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韓語 2.CST: 語法 803.26
台灣羅馬字協會 20 冬紀念刊 = Tâioân Lô-má-jī Hia̍p-hōe 20 tang kì-li
ā m-khan = Taiwanese Romanization
Association 20th anniversary / 張復聚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[臺南市] : 亞細亞國
際傳播社, 11101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887-8-3 ( 精 裝 )
NT$999 普遍級
1.CST: 台灣羅馬字協會 2.CST: 臺語
3.CST: 語音 4.CST: 羅馬拼音
803.34
趣味臺灣話小百科 / 世一文化編輯
群編著 ; 阮慶芸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112 面; 17X16 公分 .-- (我是知識王 ;
30) .-- ISBN 978-626-313-031-9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臺語 2.CST: 讀本 803.38
超簡單!最實用的旅遊越語 / 阮氏春
鵬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(無國界 ; 1) .-- ISBN 978-62695467-1-8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越南語 2.CST: 旅遊 3.CST: 會
話 803.7988
陪你快樂學印尼語 / 曾秀珠, 林綺琴,
丁安妮, 勞貴琳, 林達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15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474-0 (平裝) NT$340 普
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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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印尼語 2.CST: 讀本
803.9118
從語言診斷到語言搶救計畫 : 太魯
閣語語言轉移和母語能力的心理語
言 學 評 估 以 及 語 言 規 劃 = From
diagnosis to remedial plan : a
psycholinguistic assessment of language
shift,
intergenerational
linguistic
proficiency,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
Truku / Apay Ai-yu Tang 著 .-- 花蓮縣
壽豐鄉 :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
學院, 11012 .-- 334 面; 21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06532-6-7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太魯閣語 2.CST: 語言政策
803.9913
太魯閣族語初級語法詞彙教材 =
Patas ttgsa kari cinun pusu kari Truku /
Iyuq Ciyang 金清山編著 .-- 花蓮縣秀
林鄉 : 金清山, 11012 .-- 13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21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CST: 太
魯閣語 3.CST: 語法 4.CST: 詞彙
803.99136
我的第一本布農語法書 : Valis 的布
農教室上課囉 / Valis 邱蘭芳著 .-- 臺
北市 :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
員會, 11012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2-70-8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布農語 2.CST: 語法
803.9936
從語音的觀點談英語詞彙教與學 /
莫建清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7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371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教學法 3.CST: 文
集 805.103
1+1 英文學習超能力 : 「麻吉單字」
+「圖像記憶」的超強學習法 / 韓東
午著 ; 陳馨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易富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7-181-4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44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PVQC 商業與管理專業英文詞彙全
收錄含自我診斷 Demo 版 / e 檢研究
團隊, 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
心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37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95-2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商業英文 2.CST: 詞彙
805.12
大考英文字彙力 6000 隨身讀 / 三民
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585 面; 19 公分 .-- (英語 Make Me
High 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14-7364-2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全方位英語大師 : 1200 英文單字延
伸學 4000 單字 / 蘇秦, 陳華友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
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102 .-- 6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7-038 (平裝) NT$69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英文字彙王 : 核心單字 2001-4000
Levels 3 & 4 / 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- (英文
字彙王系列 ; E63) .-- ISBN 978-62695430-3-8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英文字彙王 : 基礎單字 2000 Levels 1
& 2 / 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
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496 面; 26 公分 .-- (英文字彙王系列 ;
E62) .-- ISBN 978-626-95430-2-1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英文字彙王 : 進階單字 4001-6000
Levels 5 & 6 / 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504 面; 26 公分 .-- (英文
字彙王系列 ; E64) .-- ISBN 978-62695430-4-5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英單力救星!一字多義快記聯想術 /
張翔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文網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速充 Focus ; 5) .-- ISBN 978-986271-931-2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Step by Step 圖解狄克生片語 : 一本學
會 470 個關鍵日常英文片語(寂天雲
隨身聽 APP 版) / Matt Coler 著 ; 李盈
瑩翻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60 面;

19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88-9
(32K 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慣用語 805.123
實 用 英 文 文 法 ( 完 整 版 ) = Practical
English grammar / 馬洵, 劉紅英, 郭立
穎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8 面; 23 公
分 .-- (Grammar guru) .-- ISBN 978-95714-7372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語法 805.16
(關務特考)關務英文 / 王英, 賴祖兒
編著 .-- 第二十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6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38-7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Hello 了,然後呢? : 交際英語開口說! /
朱正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96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16-983-1 (平裝) NT$375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打造英文閱讀核心素養力. 2 : 108 課
綱大考混合題型攻略(寂天雲隨身聽
APP 版) / Owain Mckimm, Laura Phelps,
Rob Webb, Joseph Schier 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87-2 (16K 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用英語說臺灣文化 / 崔正芳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繽紛外
語 ; 107) .-- ISBN 978-986-5560-57-7
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3.CST: 臺灣
文化 805.18
孩子的第一本英文遊樂書 / Audrey C
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前進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68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328-0-3 ( 平 裝 )
NT$29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專為上班族準備的辦公室英語會話
= Effective English for office workers /
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621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文 2.CST: 讀本 805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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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口語一週通 / 施孝昌, Charles
Krohn 合著 .-- 新北市 : 哈福企業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英
語系列 ; 76) .-- ISBN 978-626-95576-1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口語 3.CST: 會話
805.188
30 天雅思寫作 7+攻略 : 必備句型、
加分搭配詞、邏輯寫作大綱,取分重
點考前完全掌握 / 蕭志億(派老師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 26 公
分 .-- (EZ talk) .-- ISBN 978-626-708916-3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
2.CST: 作文 805.189
雅思閱讀聖經 / 韋爾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考用英語
系列 ; 36) .-- ISBN 978-626-95434-1-0
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
2.CST: 考試指南 805.189
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 : 聽力實戰
力 Level Up!(詳解本) / 賴世雄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 (常春藤全民英檢系列 ; G52-2) .-ISBN 978-626-95430-7-6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92
全民英檢初級口說能力測驗 / Rick
Crooks, 許嘉惠合著 .-- 增訂二版 .-臺北市 : 知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94-37-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92
全民英檢聽力測驗 SO EASY. 中級篇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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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14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370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問題集
805.1892
英檢中級必考 3000 單字 / 孫敏華著 .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101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(英檢系列 ; 7) .-- ISBN
978-986-5544-70-6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892

英檢中高級必考 3000 單字 / 孫敏華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101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英檢系列 ; 8) .-ISBN 978-986-5544-71-3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892
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口說測驗必考題
型 /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, 陳鈺璽
著 .-- 新 北 市 : 國 際 學 村 出 版 社 ,
1110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4-198-0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92
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實戰測驗(素養新
題型) / 溫朝炯, Arthur McCambridge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知英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694-34-0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92
完全命中 TOEFL 托福單字 / 地表最
強教學顧問團隊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608 面; 23 公分 .-- 虛擬點讀筆版 .-ISBN 978-986-06368-8-8 ( 平 裝 )
NT$449 普遍級
1.CST: 托福考試 2.CST: 詞彙
805.1894
New TOEIC 高頻單字袋著走 / 曾婷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
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102 .- 45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7-02-1 (平裝) NT$349 普遍級
1.CST: 多益測驗 2.CST: 詞彙
805.1895
不可不會的 3000 個多益必考字彙 /
曾騰裕, Stephen Browning 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知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46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94-35-7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多益測驗 2.CST: 詞彙
805.1895
用俄語說臺灣文化 = Говоря
о
тайваньской
культуре
порусски / 劉 心 華 , 薩 承 科
(Александр
Савченко)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 11101 .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繽紛外語系列 ;

106) .-- ISBN 978-986-5560-54-6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俄語 2.CST: 讀本 3.CST: 臺灣
文化 806.18

文學
<<六祖坛经>>英译及其在美国的研
究 / 常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(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
編 ; 第 9-10 冊) .-- 正體題名:<<六祖
壇經>>英譯及其在美國的研究 .-ISBN 978-986-518-716-3 (下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715-6 (上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六祖壇經 2.CST: 英語 3.CST:
翻譯 4.CST: 研究考訂 810.8
沟口雄三"作为方法的中国"与近代
日本中国学 / 朱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88 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文學
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28
冊) .-- 正體題名:溝口雄三"作為方法
的中國"與近代日本中國學 .-- ISBN
978-986-518-734-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研究 2.CST: 中國學
810.8
东方诗话学 / 蔡镇楚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冊 .-- (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
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3-4 冊) .-- 正體題
名:東方詩話學 .-- ISBN 978-986-518710-1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709-5 (上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詩話 2.CST: 東方文學 810.8
中西文化话语四大模式比较 / 徐扬
尚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比較
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
11-12 冊) .-- 正體題名:中西文化話語
四大模式比較 .-- ISBN 978-986-518718-7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717-0 (上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語彙 2.CST: 比較研究 3.CST:
中國文化 4.CST: 西洋文化 810.8
中西比较文学六论 / 张叉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比較文學與世
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17-18 冊) .- 正體題名: 中西比較文學 六論 .-ISBN 978-986-518-723-1 (上冊:精裝) .80

- ISBN 978-986-518-724-8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比較文學 810.8
文化交融下的"比较诗学"新视野 / 董
首一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8 面; 26
公分 .-- (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
書. 初編 ; 第 16 冊) .-- 正體題名:文化
交融下的"比較詩學"新視野 .-- ISBN
978-986-518-722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比較詩學 810.8
比较文学视阈下 30 年中国当代先锋
小说作家创作研究(1989-2019) / 姬志
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比較
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
22-23 冊) .-- 正體題名:比較文學視閾
下 30 年中國當代先鋒小說作家創作
研究(1989-2019) .-- ISBN 978-986-518728-6 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729-3 (下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小說 2.CST: 比較文學
3.CST: 文學評論 810.8
比较文学变异学论稿 / 曹顺庆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比較文學與
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1-2
冊) .-- 正體題名:比較文學變異學論
稿 .-- ISBN 978-986-518-708-8 (下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707-1 (上
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比較文學 2.CST: 文集 810.8
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 : 理论与实践 /
何云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2 面;
26 公分 .-- (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
究叢書. 初編 ; 第 7 冊) .-- 正體題名:
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: 理論與實踐 .-ISBN 978-986-518-713-2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比較文學 2.CST: 文集 810.8
布拉格汉学的中国现代文学阐释模
式研究 / 袁喆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62 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文學與世界
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27 冊) .-- 正
體題名:布拉格漢學的中國現代文學
闡釋模式研究 .-- ISBN 978-986-518733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學研究 2.CST: 捷克布拉格
810.8

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 20 世纪初新
儒学运动研究 / 李夫生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文學
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13
冊) .-- 正體題名:白璧德的新人文主
義與 20 世紀初新儒學運動研究 .-ISBN 978-986-518-719-4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白璧德(Babbitt, Irving, 18651933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 新儒
學 810.8
印度与西方文学关系研究 / 尹锡南,
王冬青, 马金桃, 黄潇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302 面; 26 公分 .-- (比較文學
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8
冊) .-- 正體題名:印度與西方文學關
係研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714-9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西洋文學 2.CST: 東方文學
3.CST: 文學理論 4.CST: 印度 810.8
西班牙语世界的巴尔加斯.略萨研究
/ 吴恙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2 面;
26 公分 .-- (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
究叢書. 初編 ; 第 24 冊) .-- 正體題名:
西班牙 語世界 的巴 爾加斯 . 略薩研
究 .-- ISBN 978-986-518-730-9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巴爾加斯.略薩(Vargas Llosa,
Jorge Mario Pedro, 1936- ) 2.CST: 作家
3.CST: 傳記 4.CST: 文學評論 5.CST:
西班牙 810.8
林语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
究 / 杨玉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103 .-冊 .-- (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
初編 ; 第 25-26 冊) .-- 正體題名:林語
堂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研究 .-ISBN 978-986-518-731-6 (上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732-3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林語堂 2.CST: 現代文學
3.CST: 文學評論 4.CST: 學術傳播
810.8
英语世界易学研究论稿 / 李伟荣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比較文學與
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5-6
冊) .-- 正體題名:英語世界易學研究
論稿 .-- ISBN 978-986-518-712-5 (下冊:
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711-8 (上
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英語 3.CST: 翻譯
4.CST: 研究考訂 810.8
英语世界的清代诗词译介与研究 /
时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比
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. 初編 ;
第 19-21 冊) .-- 正體題名:英語世界的
清代詩詞譯介與研究 .-- ISBN 978986-518-725-5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18-726-2 ( 中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727-9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清代文學 2.CST: 翻譯 810.8
跨艺术比较 / 赵建国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冊 .-- (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
研究叢書. 初編 ; 第 14-15 冊) .-- 正體
題名:跨藝術比較 .-- ISBN 978-986518-721-7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518-720-0 (上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文學與藝術 2.CST: 文藝評論
810.8
在公司學寫作 / 鄭泰日著 ; 郭佳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1-80-2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寫作法 811.1
論文寫作要領 / 林隆儀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515-0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論文寫作法 811.4
表達吸睛 : 從個人到小組,重量級講
師教你的升級說話課 / 曾培祐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419-1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演說術 811.9
好萊塢劇本工作術 : 地表最強影視
工業如何打造全球暢銷故事? / 林偉
克著 ; 鄭婉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寫出版社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56 面; 21
公 分 .-- (in Action! 使 用 的 書 ;
HA0103) .-- ISBN 978-957-9689-72-4
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1

1.CST: 電影劇本 2.CST: 寫作法
812.31
洛夫纪念文集. 诗歌卷 / 甘建华, 王锦
芳主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甘露道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0 面; 25 公
分 .-- 正體題名:洛夫紀念文集, 詩歌
卷 .-- ISBN 978-957-97899-8-1 (平裝)
普遍級
813.1
另一種觀看兒童文學的方式 / 林文
寶著 ; 張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340 面; 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
著作集. 第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986-478-571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兩岸交流
3.CST: 文集 815.907
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. 一 / 林文寶著 ;
張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
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00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67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語文教學
3.CST: 文學評論 815.92
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. 二 / 林文寶著 ;
張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
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6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68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語文教學
3.CST: 文學評論 815.92
兒童文學論集. 五 / 林文寶著 ; 張晏
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3 面; 26
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 第
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66-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文學評論
815.92
兒童文學論集. 四 / 林文寶著 ; 張晏
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42 面; 26
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 第
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65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文學評論
815.92
3 分 鐘 床 邊 故 事 / Jacobs, Grimm
Brothers, Andersen, Aesop 作 .-- 四版 .-

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96 面; 17X17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71-26-7 (第 1
冊: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15.93
倒數計時,聖誕快樂! / 宗玉印主編 ;
劉清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
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40-418-6 (全套:精裝) 普遍
級
815.93

中國文學
中國文人盛事紀要五千年 / 楊塵著 .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楊塵文創工
作室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楊
塵 攝 影 文 集 ; 7) .-- ISBN 978-98699273-7-6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學 820
穿梭黑暗大陸 : 晚清文人對於非洲
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 / 顏健富著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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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(中國文學
研究叢書 ; 15) .-- ISBN 978-986-350559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學 2.CST: 文學評論
3.CST: 晚清史 4.CST: 文集 820.7
<<西遊記>>詩作之用韻及泰譯研究
/ 劉小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4 面;
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五
編 ; 第 7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89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西遊記 2.CST: 詩韻 3.CST: 文
學評論 4.CST: 研究考訂 820.8
<<後西遊記>>之敘事結構與意蘊研
究 / 王美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0
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
五編 ; 第 8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790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小說 2.CST: 章回小說
3.CST: 文學評論 820.8
文學與哲學的交匯 : 中國古典小說
敘事及思想論叢 / 吳秉勳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98 面; 26 公分 .-- (古
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6 冊) .--

ISBN 978-986-518-788-0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中國小說 2.CST: 古典小說
3.CST: 文學評論 820.8
宗教與古代文學藝術及人倫 / 田若
虹, 邵蘇南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103 .-冊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
第 1-2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83-5
(上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7842 (下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古典文學 2.CST: 宗教文
化 820.8
明清小說評點範疇譜系研究 / 李夢
圓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
文學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9-11 冊) .- ISBN 978-986-518-791-0 ( 上 冊 : 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792-7 (中冊:
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793-4 (下
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明清小說 2.CST: 小說美學
3.CST: 文學評論 820.8
姚品文學術文存 / 姚品文著 ; 段祖青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
學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17-19 冊) .-ISBN 978-986-518-799-6 (上冊:精裝) .- ISBN 978-986-518-800-9 ( 中 冊 : 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8-801-6 (下冊:
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姚品文 2.CST: 中國文學
3.CST: 文集 820.8
春色如許 : 對清代<<昇平署扮相譜
>>之研究 / 李德生, 王琪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60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
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15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797-2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戲劇 2.CST: 文學與藝術
3.CST: 清代 820.8
唐代類書<<藝文類聚>>與文學批評
研究 / 韓建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84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
刊. 二五編 ; 第 4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786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藝文類聚 2.CST: 研究考訂
820.8
旅行視野下的<<山海經>> / 曹昌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82
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38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
第 16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98-9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山海經 2.CST: 研究考訂
820.8
通道必簡 : 論劉勰<<文心雕龍>>對
於劉熙載<<藝概>>的影響 / 林家宏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2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
第 3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85-9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(清)劉熙載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中國文學 4.CST: 文學評論
820.8
楊家將戲曲之研究 / 李孟君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文學研究
輯刊. 二五編 ; 第 13-14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795-8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796-5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楊家將 2.CST: 戲曲 3.CST: 雜
劇 4.CST: 宋代 820.8
蕭衍與齊梁文學演變研究 / 朱佑倫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14 面; 26 公
分 .-- 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
第 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787-3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梁武帝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南北朝文學 4.CST: 文學評論
820.8
顧太清<<紅樓夢影>>對<<紅樓夢>>
之繼承及轉化 / 林首諺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74 面; 26 公分 .-- (古典文學
研究輯刊. 二五編 ; 第 12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794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紅學 2.CST: 文學評論 3.CST:
研究考訂 820.8
<洛神賦>的傳播與接受 / 簡瑞隆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詩歌研
究彙刊. 第三一輯 ; 第 1-2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675-3 ( 下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674-6 (上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三國文學 2.CST: 研究考訂
820.91

李清照及其詞作分期研究 / 楊芷菱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80 面; 24 公
分 .-- 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三一輯 ;
第 6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679-1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(宋)李清照 2.CST: 宋詞
3.CST: 詞論 820.91
剛健、婀娜孰短長 : 清代「豪放」
「婉約」詞論研究 / 趙銀芳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04 面; 24 公分 .-- (古
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三一輯 ; 第 7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680-7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清代詞 2.CST: 詞論 820.91
論岑高邊塞詩之治平情懷與域外視
野 / 陳濟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68
面; 24 公分 .-- 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
三一輯 ; 第 5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678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邊塞詩 2.CST: 詩評 3.CST: 唐
代 820.91
邊塞詩的音樂生成 / 陶成濤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古典詩歌研究
彙刊. 第三一輯 ; 第 3-4 冊) .-- ISBN
978-986-518-676-0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518-677-7 (下冊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邊塞詩 2.CST: 音樂 3.CST: 研
究考訂 820.91
清人選清詩與清代詩學 / 王兵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(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;
第 七 輯 ) .-- ISBN 978-986-478-590-2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清代詩 2.CST: 文學評論
820.9107
早期新詩的合法性研究 / 伍明春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362 面; 23 公分 .-(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.
第 七 輯 ) .-- ISBN 978-986-478-592-6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新詩 2.CST: 詩評 820.9108
山程水驿识君诗 : 甘建华地理诗大
家谈 / 凌须斌, 甘恬主编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甘露道出版社有限公司,

11101 .-- 320 面; 24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
山城水驛識君詩:甘建華地理詩大家
談 .-- ISBN 978-957-97899-9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中國詩 2.CST: 新詩 3.CST: 詩
評 821.88

<<詩經>>串珠 / 李志夫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
版部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6-399-6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詩經 831.1

現代漢詩論集 / 王光明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福建師範
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. 第七輯) .- ISBN 978-986-478-593-3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中國詩 2.CST: 詩評 821.88

唐宋嶺南詩人題詠嶺南風物詩彙編、
箋校 / 楊權, 劉昭明主編 .-- 高雄市 :
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宋代文學
史料研究室, 11012 .-- 242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6-6-4 (平裝)
普遍級
831.4

唐宋名家詞賞析 / 葉嘉瑩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
心出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, 11012 .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(學術研究叢刊 ;
10) .-- ISBN 978-986-350-555-6 (平裝)
NT$620 普遍級
1.CST: 詞論 2.CST: 唐代 3.CST: 宋代
823.84

中国微信诗歌年鉴. 2021 / 月色江河
主编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甘露道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60 面; 24 公
分 .-- 正體題名:中國微信詩歌年鑒.
2021 .-- ISBN 978-957-97899-7-4 (平裝)
普遍級
831.86

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論題之探討 /
劉少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19-8 (平
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宋詞 2.CST: 詞論 3.CST: 南宋
823.852

中國文學總集
經史百家雜鈔 / (清)曾國藩輯 .-- 重製
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70-5 (全套:
平裝) NT$2600 普遍級
830
續古文辭類纂 / (清)黎庶昌輯 .-- 重製
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79-8 (全套:
平裝) NT$3000 普遍級
830
文選李善注 / (梁)蕭統撰 ; (唐)李善
注 .-- 重製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767 (全套:平裝) NT$3300 普遍級
830.13
十八家詩鈔 / (清)曾國藩輯 .-- 重製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71-2 (全套:
平裝) NT$3800 普遍級
831
83

宋六十名家詞 / (明)毛晉輯 .-- 重製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75-0 (全套:
平裝) NT$3000 普遍級
833.5
元曲選 / (明)臧懋循輯 .-- 重製一版 .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12-77-4 (全套:平裝)
NT$3800 普遍級
834.57
中文閱讀與表達 : 敬業與關懷素養 /
王淳美, 蔡蕙如, 羅夏美, 施寬文, 呂
昇陽編著 ; 王淳美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467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國文科 2.CST: 讀本 836

中國文學別集
歐陽文忠全集 / (宋)歐陽修撰 .-- 重製
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73-6 (全套:
平裝) NT$3800 普遍級
845.15
臨川集 / (宋)王安石撰 .-- 重製一版 .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12-69-9 (全套:平裝)
NT$3000 普遍級
845.15

東坡七集 / (宋)蘇軾撰 .-- 重製一版 .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12-78-1 (全套:平裝)
NT$3600 普遍級
845.16
欒城集 / (宋)蘇轍撰 .-- 重製一版 .-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12-72-9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845.16
陸放翁全集 / (宋)陸游撰 .-- 重製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68-2 (全套:
平裝) NT$5000 普遍級
845.23
小倉山房詩文集 / (清)袁枚撰 .-- 重製
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74-3 (全套:
平裝) NT$3000 普遍級
847.5
魯迅雜文選集 / 魯迅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3 .-416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84-2-2 (平裝) 普遍級
848.4
想像與形塑 : 上海、香港和台灣報
刊中的張愛玲 / 梁慕靈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(語言文學類 ; PG2659)(文學視界 ;
136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24-1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張愛玲 2.CST: 報導文學
3.CST: 文學評論 848.6
我們到這個世界上是來玩的 : 王一
梁文集. 2 / 王一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Living ;
28) .-- ISBN 978-986-357-232-9 (平裝)
NT$240 普遍級
848.7
薩波卡秋的道路 : 王一梁文集. 1 / 王
一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(Living ; 27) .-- ISBN
978-986-357-231-2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848.7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各體文學
冷戰、本土化與現代性 : <<蕉風>>
研究論文集 / 張錦忠, 黃錦樹, 李樹枝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中山大學
人文研究中心, 11012 .-- 2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76-9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海外華文文學 2.CST: 文學評
論 3.CST: 文集 4.CST: 馬來西亞
850.92
地老天荒 : 劉向陽詩選 / 劉向陽著 .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101 .-- 2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30-9-3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851
Cy Twombly 的郵戳 / 少況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( 語 言 文 學 類 ; PG2686)( 讀 詩 人 ;
15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30-2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851.487
原野的呼聲 / 徐訏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242 面; 21 公分 .- (徐訏文集. 新詩卷 ; 8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597-3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51.487
時間的去處 / 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134 面; 21 公分 .- (徐訏文集. 新詩卷 ; 7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596-6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851.487
時間的傻姑娘 / 唐寅九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360 面; 21
公分 .-- (貓空-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
書 ; 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595-9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851.487
愛情元素 / 韓牧著 .-- 臺北市 : 獵海
人, 1101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30-8-6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851.487
<<浮生六記>>後二記 : <中山記歷>、
<養生記逍>考異 / 蔡根祥著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84

公司, 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(文
學研究叢書. 古典文學叢刊 ;
803016) .-- ISBN 978-986-478-557-5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浮生六記 2.CST: 研究考訂
855
赤腳狂奔 / 唐寅九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 (貓空-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; 1) .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92-8
(平裝) NT$390 普遍級
855
背影 / 朱自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3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4-0-8 (平
裝) 普遍級
855
記,這些日子 : 西班牙疫情下的隔離
日記 / yaya 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4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989-3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855
閃亮歲月 : 當代華文老年書寫文選 /
魯迅等作 ; 立緒文化編選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新世紀叢
書) .-- ISBN 978-986-360-184-5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855
健康常識 / 黃輔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176 面; 21 公分 .-- (爾雅叢書 ; 688) .- ISBN 978-957-639-660-1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855
裸奔記 / 王一梁文 ; 孟煌圖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(Caring ; 101) .-- ISBN 978-986-357230-5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55
魯迅雜文全集 : <<華蓋集>><<華蓋
集續編>><<而已集>><<南腔北調集
>> / 魯迅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
文化, 11102 .-- 4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53-5-6 (平裝) NT$520 普
遍級
855
雖然不相見 / 扎西拉姆.多多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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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19-9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855

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4601-E114602) .- ISBN 978-986-527-391-0 (上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392-7 (下
冊:平裝) NT$270 普遍級
857.7

歡然奔路 / 大邱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
PG2676)(北美華文作家系列 ; 41) .-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25-8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855

天門 / 竹下寺中一老翁著 .-- [苗栗縣
通霄鎮] : 凌雲工作室, 11012 .-- 36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74-7-4 (平
裝) NT$430 普遍級
857.7

聊齋志異. 七 / (清)蒲松齡原著 ; 曾珮
琦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(圖說經典 ; 30) .-- ISBN 978-986-178580-6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857.27
濟公傳 / 宏道文化編輯部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宏道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發行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
典傳奇 ; 4) .-- ISBN 978-986-7232-89-2
(平裝) NT$120 普遍級
857.44
關於鄭成功之閩南稀見通俗小說資
料 / 柯榮三主編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
六市 :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智能地域
設計服務研究中心, 11012 .-- 6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02-3-3 (平
裝) 普遍級
857.44
一小片浮雲 / 唐寅九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390 面; 21 公
分 .-- (貓空-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;
3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594-2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857.7
大山母 / 林明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凌零出版社, 11012 .-- 24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76-2-3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857.7
川里堤與路西法 = Trinity & Lucifer /
D.G. Lampaulus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糊塗里文化藝術有限公司, 11012 .-318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558-0-2 (精裝) NT$880 普遍級
857.7
反轉棄婦命 / 百媚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2 .--

夫君要滅我全家 / 秋妍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 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5001E115005) .-- ISBN 978-986-527-399-6
(卷 1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527-400-9 (卷 2:平裝) NT$280 .-- ISBN
978-986-527-401-6 ( 卷 3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402-3 (卷
4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403-0 (卷 5: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57.7
囚徒 / 李銳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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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李銳作品
集 ; 6) .-- ISBN 978-626-310-176-0 (平
裝) NT$340 普遍級
857.7
失憶後錯撩王爺 / 霜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 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5301E1153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405-4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406-1 (卷 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
978-986-527-407-8 (卷 3:平裝) NT$270
普遍級
857.7
白日夢我 / 棲見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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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986-506-325-2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
978-986-506-326-9 ( 中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06-327-6 (下冊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506-328-3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857.7
我心安處 / 覆水傾墨作 .-- [苗栗縣通
霄鎮] : 凌雲工作室, 11012 .-- 41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74-9-8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857.7
85

我的世界級榮耀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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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336-8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337-5 (下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338-2
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857.7
來到古代破奇案 / 白玉樓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101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4901E1149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394-1
(卷 1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986527-395-8 (卷 2:平裝) NT$290 .-- ISBN
978-986-527-396-5 ( 卷 3: 平 裝 )
NT$290 .-- ISBN 978-986-527-397-2 (卷
4:平裝) NT$290 普遍級
857.7
金陵十三釵 / 嚴歌苓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(嚴歌苓作
品) .-- ISBN 978-957-14-7363-5 (平裝)
普遍級
857.7
重生之逆流黃金年代 / 行者不息作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11-498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499-9 (第 2 冊:平裝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00-2 (第
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01-9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502-6 (第 5 冊:平裝)
NT$180 普遍級
857.7
家犬往事 / 張學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17-8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857.7
時光行者的你 / 木浮生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5149 (上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626-311-515-6 (下冊:平裝) NT$260 普
遍級
857.7
粉妝戰神 / 淺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東 佑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101 .-冊 .-- (小說 house 系列 ; 515-518) .--

ISBN 978-986-467-319-3 (第 1 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20-9 (第
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467-321-6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467-322-3 (第 4 冊:平裝)
NT$270 普遍級
857.7
逆時偵查. 1, 時間迴圈的陷阱 / 張小
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78-6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857.7
張馬丁的第八天 / 李銳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10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李
銳作品集 ; 16) .-- ISBN 978-626-310170-8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57.7
鹿島教堂 / 翰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868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57.7
最後一個匈奴 / 高建群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- 風雲
三十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7025-482 (平裝) NT$490 普遍級
857.7
開啟 CP 戀愛模式 / 風夜昕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月光 之城 ; 318) .-- ISBN 978-9578696-39-6 (平裝) NT$300 限制級
857.7
劉備最後的回憶錄 : 三國演義之演
繹 / 木百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
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12 .-- 328 面; 21
公分 .-- (現代文學 ; 72) .-- ISBN 978986-0762-19-8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57.7
*影帝的公主 / 笑佳人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6-314-6 (上冊:平裝) .- ISBN 978-986-506-315-3 ( 中 冊 : 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316-0 (下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317-7 (全
套:平裝) 普遍級

857.7
獨家記憶 / 木浮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516-3 (上冊:
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626-311517-0 (下冊: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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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95424-99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95553-0-7 (第 3 冊:平裝附錄限定版)
限制級
857.7
覆水 / 竹下寺中一老翁作 .-- 苗栗縣
通霄鎮 : 凌雲工作室, 11012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74-8-1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857.7
醫家嗣子 / 月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15501-E115502) .-ISBN 978-986-527-408-5 (上冊:平裝)
NT$290 .-- ISBN 978-986-527-409-2 (下
冊:平裝) NT$290 普遍級
857.7
懸空的椅子 / 唐寅九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(貓空-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 ;
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593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857.7
變異的維納斯 / 顧日凡著 .-- 臺北市 :
獵海人, 11012 .-- 22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30-7-9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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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95424-6-8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95424-7-5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
級
857.7

兒童文學
神探包青天. 4, 烏盆會說話!? / 晴天,
何肇康文 ; 余遠鍠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86

978-957-521-535-4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859.6
斑馬生活在城市 / 王一梅作 ; 加布里
爾.王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
版社, 1110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413-6 (精裝) NT$220 普
遍級
859.6
蘇丹的犀角 / 戴芸文 ; 李星明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56 面; 26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0-421-6 (精裝) 普遍
級
859.6
好大好大,好多好多 / 木可子著.繪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螢 火 蟲 出 版 社 ,
1110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2-414-3 (精裝) NT$220 普遍級
859.9

東方文學
世紀悲歌 = The elegies of a century / 多
喜百合子著 ; 李魁賢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06 面; 21 公分 .-- BOD 版 .- ISBN 978-626-7088-27-2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861.53
下北澤搖滾推理事件簿 / 岡崎琢磨
著 ; 丁安品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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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日本暢銷
小說 ; 101) .-- ISBN 978-626-310-161-6
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61.57
天鵝與蝙蝠 / 東野圭吾著 ; 王蘊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 (皇冠叢書 ; 第 5002 種)(東野圭吾作
品集 ; 39) .-- ISBN 978-957-33-3841-3
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33-3842-0 (精
裝) 普遍級
861.57
王城的護衛者 / 司馬遼太郎著 ; 沈發
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
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7-520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
861.57
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 A. 6, 前
村民 A / 下等妙人作 ; 邱鍾仁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102 .-- 356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626-321-213-8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 / 川
田両悟作 ; 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96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145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即使,這份戀情今晚就會從世界上消
失 / 一条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
裝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皇冠文化
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@小說 ; 62) .-- ISBN 978626-95338-3-1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/ 村上春樹著 ; 賴
明珠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51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61.57
男 女 之 間 存 在 純 友 情 嗎 ?( 不 , 不 存
在!). Flag 1, 不然到三十歲還單身就
跟我在一起吧? / 七菜なな作 ; 黛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8 面; 19 公分 .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626-321-216-9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食鏽末世錄. 4, 業花帝冠,花束之劍 /
瘤久保慎司作 ; 馮鈺婷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76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212-1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異世界悠閒農家 / 內藤騎之介作 ;
Seek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58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11-4 (第 9
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貪婪之羊 / 美輪和音著 ; 王華懋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
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恠 ; 19) .-- ISBN 978-626-707330-8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1.57
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54 面; 19 公
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626-321-210-7 (第 15 冊:平
裝) 普遍級
861.57

最強之間的相親結果 / 菱川さかく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更生文化設計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12 面; 1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41-6-6 (平裝) 普遍
級
861.57

舞面真面與面具少女 / 野崎まど著 ;
黛西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20-6 (平裝)
普遍級
861.57

結與書系列. 1, <<外科室>>的專情 /
野村美月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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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8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20-8 (平
裝) 普遍級
861.57

魂通行證 :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. 七 /
宮部美幸著 ;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102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宮部
美幸作品集 ; 76) .-- ISBN 978-6267073-28-5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861.57

結與書系列. 2, 最後一間書店 / 野村
美月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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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80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21-5 (平裝)
普遍級
861.57
黃金烏 / 阿部智里著 ; 王蘊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352 面; 19 公分 .-- (八咫
烏系列 ; 卷三) .-- ISBN 978-986-510196-1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61.57
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/ 上栖綴人作 ; 吳
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68 面; 19 公
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626-321-223-7 (第 13 冊:平
裝) 限制級
861.57
暗黑之羊 / 美輪和音著 ; 王華懋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E-FICTION 作品集 ; 45) .-- ISBN
978-626-7073-31-5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861.57
熊熊勇闖異世界 / くまなの作 ; 王怡
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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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靜的生活 / 大江健三郎著 ; 張秀琪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64 面;
21 公分 .-- (大師名作坊 ; 185) .-- ISBN
978-957-13-9856-3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861.57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/ 愛七
ひろ作 ; 九十九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420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209-1 (第
19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一房兩廳三人行. 3, 夏季到來。兩人
一定會稍微長大 / 福山陽士作 ; 陳士
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60 面; 19 公
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626-321-215-2 (平裝) 普遍
級
861.59
續.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: 魔法人聯
社 / 佐島勤作 ; 哈泥蛙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04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222-0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9
失敗了也沒關係 / 宮川比呂文 ; 藤田
陽生子圖 ; 朱燕翔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
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338-465-6 ( 平 裝 )
NT$230 普遍級
861.596
*神奇柑仔店. 11, 失控的最強驅蟲香
水 / 廣嶋玲子文 ; jyajya 圖 ; 王蘊潔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樂讀 456 ; 79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305-142-3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61.596
*神奇柑仔店. 12, 神祕人與駱駝輕鬆
符 / 廣嶋玲子文 ; jyajya 圖 ; 王蘊潔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(樂讀 456 ; 80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305-143-0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61.596

大盜果醬麵包. 2, 沒有影子的幸福城
市 / 內田麟太郎文 ; 藤本友彥圖 ; 蘇
懿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8 面; 2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40420-9 (精裝) 普遍級
861.599
打開冰箱拿出來! / 竹与井香子文.圖 ;
蘇懿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102 .-- 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31-1-3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861.599
看煙火的日子 / 田代千里文.圖 ; 黃惠
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95431-0-6 ( 精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61.599

黑魔法糖果店. 1, 壞話棒棒糖 / 草野
昭子作 ; 東力繪 ; 林冠汾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(童心
園 ; 215) .-- ISBN 978-986-507-678-8
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861.596

海底在排什麼呢? / 大村知子文.圖 ;
林芝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4 面;
22X22 公分 .-- (小魯寶寶書 ; 141) .-ISBN 978-626-7043-82-0 ( 精 裝 )
NT$350 普遍級
861.599

歡迎光臨獵人公司稀有生物洽詢部！
/ 廣嶋玲子文 ; 橋本晉圖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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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160 面; 21 公分 .-- (動小說) .-- ISBN
978-626-7050-55-2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861.596

動物麵包店 / 佐藤芽實作.繪 ; 黃惠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剛好國際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 面; 17X1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4958-3 (精裝) NT$290 普遍級
861.599

邏輯偵探小揭 : 七大不可思議謎團 /
藤田遼作 ; SANA 繪 ; 緋華璃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童心園 ; 224) .-- ISBN 978-986-507679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1.596
大盜果醬麵包. 1, 神祕機器人士兵大
暴走 / 內田麟太郎文 ; 藤本友彥圖 ;
蘇懿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
際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88 面; 21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40419-3 (精裝) 普遍級
861.599

跑跑跑,我還要跑 / 五味太郎文.圖 ;
游珮芸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101 .-- 36 面; 25X23 公分 .-(精選圖畫書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7050-54-5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61.599
鼻屎忍者 / 吉村亞希子文.圖 ; 邱瓊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(小魯新生活繪本) .-- ISBN 978626-7043-80-6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861.599
*鯨魚! / 五味太郎文.圖 ; 余治瑩翻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三之三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 面;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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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66452-7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861.599
陰翳禮讚 / 谷崎潤一郎著 ; 李尚霖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 :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書
房 ; FS0007Y) .-- ISBN 978-626-315073-7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1.6
全知讀者視角 / sing N song(싱숑)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星巡文化有限公司,
11101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43-7-4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2.57
小醫師復仇者聯盟. 2 : 遺傳病,度過
危險關頭! / 高嬉貞作 ; 趙勝衍繪 ; 林
佩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81-3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862.596
年糕奶奶@便便變⚡️. 1, 追查放屁凶
手 / 姜孝美作 ; 金鵡妍繪 ; 林建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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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43-7 (平裝)
普遍級
862.596
年糕奶奶@便便變⚡️⚡️. 2, 網紅排
行榜的祕密 / 姜孝美作 ; 金鵡妍繪 ;
林建豪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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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1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44-4 (平
裝) 普遍級
862.596
汪喵偵探 : 蝙蝠島寶藏之謎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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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43-802-2 (精裝)
普遍級
862.596
機密任務. 3, 代號 V,用愛的料理決戰
吧! / 姜景琇著 ; 簡郁璇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(樂讀
456) .-- ISBN 978-626-305-152-2 (平裝)
NT$330 普遍級

862.596
我才不是膽小鬼 / 金敏花文 ; 金多貞
圖 ; 陳思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36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0-63-7 (精裝) 普遍級
862.599
我不是害羞啦 / 金敏花文 ; 孫智姬圖 ;
張珮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6 面;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644 (精裝) 普遍級
862.599
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. 11, 布拉格 /
宋道樹文 ; 徐正銀圖 ; 牟仁慧譯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(CookieRun
聰明闖關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658726-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2.599
碰碰的微笑 / 金成恩(김성은)文 ; 趙
美子(조미자)圖 ; 陳思瑋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6 面; 22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0-62-0 (精裝) 普遍
級
862.599
德拉拉牙科診所 / 尹談曜文.圖 ; 葛增
娜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 面; 23X24
公分 .-- (繪本 ; 28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305-165-2 (精裝) NT$300 普
遍級
862.599
為你,我願成為燭光 / 李祥文著作 ; 張
琪惠翻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八正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08-2-3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862.6
孑然一身 / 商多士.雅列思(Santosh
Alex)著 ; 李魁賢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162 面; 21 公分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626-7088-26-5 (平裝) NT$220 普
遍級
867.51
和平正跨坐在我們的肩上 / 潘朵拉
著 ; 李淑, 趙曉惠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,

11012 .-- 25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76-8-8 (平裝) 普遍級
868.151
MSN : musician solitude novelist /
JittiRain 作 ; 舒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553-1-4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553-2-1 (下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553-3-8
(全套:平裝) 限制級
868.257
My Imaginary Boyfriend 我的幻想男友
/ Patrick Rangsimant 作 ; 烤鴨的鴨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(Bloom series novels) .-- ISBN 978-626321-218-3 (平裝) 普遍級
868.257

臺灣文學
微型臺灣文學史 / 古遠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88 面; 23 公分 .-- (文學
研究叢書. 古遠清臺灣文學新五書 ;
810YB6) .-- ISBN 978-986-478-558-2
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文學史 2.CST: 文集
863.09
臺灣文學史料集刊. 第十輯 / 李敏忠,
李魁賢, 邱昱翔, 柯榮三, 秦賢次, 廖
振富, 鄧斐然, 盧映慈, 顧敏耀作 ; 黃
偉誌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
灣文學館, 11012 .-- 183 面; 21 公分 .- (臺文館叢刊 ; 71) .-- ISBN 978-986532-517-6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文學史 2.CST: 文學史料
學 3.CST: 文集 863.09
兒童文學與書目. 一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0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二輯, 書目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73-5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目錄 863.099
兒童文學與書目. 二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20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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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輯, 書目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74-2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目錄 863.099
兒童文學與書目. 三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5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二輯, 書目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75-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目錄 863.099
兒童文學與書目. 五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94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二輯, 書目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77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目錄 863.099
兒童文學與書目. 四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9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二輯, 書目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76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目錄 863.099
兒童文學論集. 三 / 林文寶著 ; 張晏
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6 面; 26
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 第
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64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臺灣文學史
3.CST: 文集 863.09907
兒童文學的另類書寫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0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70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文學 2.CST: 兒童文學
3.CST: 文學評論 4.CST: 文集
863.2907
兒童文學與詩歌 / 林文寶著 ; 張晏瑞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58 面; 26 公
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 第一
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-5698 (精裝) 普遍級

1.CST: 臺灣文學 2.CST: 兒童文學
3.CST: 文學評論 4.CST: 文集
863.2907
兒童文學論集. 一 / 林文寶著 ; 張晏
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04 面; 26
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 第
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62-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文學 2.CST: 兒童文學
3.CST: 文學評論 4.CST: 文集
863.2907
兒童文學論集. 二 / 林文寶著 ; 張晏
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50 面; 26
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 第
一輯, 文論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63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文學 2.CST: 兒童文學
3.CST: 文學評論 4.CST: 文集
863.2907
大武山文學獎作品輯. 第二十屆 / 吳
明榮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屏東市 : 屏東
縣政府, 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2-59-7 ( 平 裝 )
NT$220 普遍級
863.3
小巷舊事 / 屏東縣大武山文學創作
協會編 .-- 屏東縣萬丹鄉 : 屏東縣大
武山文學創作協會, 11012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(大武山文集 ; 7) .-- ISBN
978-986-89723-7-7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863.3
心術 : 紅樓現代文學獎專刊. 第 20 屆
/ 李佳凌, 林佑霖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,
11012 .-- 27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8-07-8 (平裝) 普遍級
863.3
西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2021 / 杜佳
倫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中山
大學中國文學系, 11102 .-- 205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83-1-5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863.3
新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第十一屆 /
龔雅雯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
府文化局出版 : 新北市政府發行,
11012 .-- 38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2-81-9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
863.3
玉丁寧館文存 / 秦孝儀作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, 11012 .-40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9870-8-1 (精裝) 普遍級
863.4
東溪漫談 / 李慶雄(逸林)編 .-- 屏東縣
萬丹鄉 : 屏東縣大武山文學創作協
會, 1101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逸林
文集 ; 1) .-- ISBN 978-986-89723-6-0
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4
一個人 / 莫渝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 238 面; 21 公分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626-7088-22-7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863.51
人間行旅 / 陳福成, 方飛白, 吳明興,
范揚松, 莊雲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史哲出版社, 11012 .-- 246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51) .-- ISBN 978986-314-581-3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63.51
女兒 / 零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
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387-522-2 (平
裝) 普遍級
863.51
子青詩作選 : 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?
= Poetry collection : the most perilous
place in the world / 魯子青作 .-- 初版 .- 高雄市 : 禾田人文出版社, 11101 .-30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922-2-0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63.51
山川詩旅 / 李益美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今榜文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3871-4-0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1
王宣曆詩集. II : 二行詩是世界的尺
度 / 王宣曆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王
宣曆, 11101 .-- 1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47-4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863.51
*平安夜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許玉青, 1101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90

- ISBN 978-957-43-9592-7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863.51
母親 / 吳錦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4-297-0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63.51
有你的日子 / 蔡振文作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天河創思出版社, 11101 .-- 14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304-57 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863.51
老人與孩 / 葉宣哲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101 .-- 112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83-5 (平裝)
NT$200 普遍級
863.51
自生自滅 / 默歇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103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(讀詩人 ; 15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602-4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863.51
我多願陪你靜聽髮梢結冰的聲音 /
劉欣蕙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松鼠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( 松 香 ; 6) .-- ISBN 978-98699868-2-3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1
呵呵三動 / 謝里法著 .-- [臺中市] : 謝
里法, 11012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07-8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863.51
*阿里山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許玉青, 1101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590-3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863.51
星星的孩子 / 陳銘堯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122 面; 21 公
分 .-- (讀詩人 ; 153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603-1 ( 平 裝 )
NT$220 普遍級
863.51
疫世界 : 2020-2021 臉書截句選 / 白
靈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)(截句詩系 ;
46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19-7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
863.51
茫霧中 ê 火車 / 陳明克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- (秀詩
人 ; 96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7088-21-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63.51
陳福成二 0 二一年短詩集 : 躲進蓮藕
孔洞內乘涼 / 陳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12 .-- 392 面;
21 公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50) .-- ISBN
978-986-314-580-6 (平裝) NT$440 普
遍級
863.51
詩有一種殘酷的溫柔 / 徐心潔作 .-初版 .-- [臺南市] : 徐心潔, 11101 .-26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42-9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1
蜜蜂仍在那裡做著蜂蜜色的夢 / 陳
冠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避風港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69-4-6 (平裝)
普遍級
863.51
凝眸 : 蘭陽詩行 / 方群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
文學類 ; PG2713)(秀詩人 ; 97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20-3 (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863.51
學甲古今采風詩萃 / 莊秋情作 .-- 臺
南市 : 臺南市學甲藝文推進會,
11101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7745-2-0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1
戴上知更鳥 / 江俊億, 陳思綺, 張彌
作 .-- 初 版 .-- 桃 園 市 : 江 俊 億 ,
11101 .-- 1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67-2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1

978-986-445-598-0 (平裝) NT$260 普
遍級
863.55

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4-93-8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863.55

大概是時間在煮我吧 / 張西作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愛寫 ;
54) .-- ISBN 978-957-658-740-5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863.55

走過台北三十載 / 藍色水銀, 765334,
汶莎, 宛若花開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5-72-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63.55

不在場證明 = Travel as an Alibi / 李桐
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
傳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0 公
分 .-- (文學森林 ; LF0153) .-- ISBN
978-626-7061-05-3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863.55

春荷青鄉 / 張春榮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化生活
叢書. 詩文叢集 ; 1301063) .-- ISBN
978-986-478-599-5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5

太陽雨 / 黃樂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島座放送, 11102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572-9-1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863.55

病歷的彼端, 未盡的故事 / 林思偕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勁
草叢書 ; 496) .-- ISBN 978-626-320056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5

冬日磨墨 / 黃智溶作 .-- 臺北市 : 聯
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叢 ; 692) .-ISBN 978-986-323-429-6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863.55

荒蕪的島嶼中長出寂寥的城市 / 黃
湣皓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松鼠文化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2 面; 19 公分 .- (松香 ; 5) .-- ISBN 978-986-99868-1-6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5

永遠都要保留你心中最明亮的那塊
地方 / 愛麗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Love ;
39) .-- ISBN 978-957-13-9885-3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863.55

最後書 : 苦苓的餘生日記 / 苦苓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苦苓作品集 ; 13) .-- ISBN 978957-13-9806-8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5

再老, 還是母親的小小孩 / 褚宗堯
著 .-- 新竹市 : 財團法人褚林貴教育
基金會, 11102 .-- 102 面; 21 公分 .-(母慈子孝 ; 8) .-- ISBN 978-986-886537-2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5

織 : 一件盛夏の雪衣 / 巫守如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特印刷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283-6-9 (平裝) NT$160 普遍級
863.51

我的世界一定要有貓尾捲捲巷 / 張
瑋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看世界的方法 ; 206) .-- ISBN
978-626-95316-7-7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863.55

十八甲阿公 / 邱傑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2 .-- 210 面; 21 公分 .- (釀文學 ; 261) .-- BOD 版 .-- ISBN

沒想到...... / 劉華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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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91

絲路分手旅行 / 李桐豪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88 面; 20 公分 .-- (文學森
林 ; LF0154) .-- ISBN 978-626-7061-060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5
菊花如何夜行軍 / 鍾永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春山文
藝 ; 23) .-- ISBN 978-626-95242-8-0 (平
裝) NT$420 普遍級
863.55
開始愛 : 走得跌跌撞撞,受過傷的路
上,花都開了 / 鄭家榆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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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24 面;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84-0 (平
裝) 普遍級
863.55

面; 21 公分 .-- (PS ; P315) .-- ISBN 978986-494-409-5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863.57

愛.簡單 / 李秀珍圖.文 .-- [臺北市] :
李秀珍, 11012 .-- 80 面; 21X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593-4 (平裝) 普遍
級
863.55

天下何人不識君 / 蔡小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冊 .-- (珍愛晶鑽 ; 275276) .-- ISBN 978-986-335-744-5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335-745-2 (下
冊: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
臺灣山城海 : 青春彼條街 / 顧蕙倩
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商鼎數位出
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44-206-8 (平裝)
普遍級
863.55
說話的城市 / 林一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
1371) .-- ISBN 978-986-450-407-7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5
讀女人 / 陳玉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906-5 (平裝) NT$390 普遍級
863.55
人生若只如初見 / 徐磊瑄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178
面; 21 公分 .-- (釀愛情 ; 12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599-7 (平裝)
NT$260 普遍級
863.57
大海借路 / 周梅春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4-294-9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863.57
小牛醫娘 / 簡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5101) .-ISBN 978-986-527-404-7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863.57
小說拾光 / 黃秋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 1373) .- ISBN 978-986-450-404-6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63.57
今志異之莫逆於心. 三 / 蒔舞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384

天丹虎飛 黃金小鎮黃金心 / 黃文海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66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105-14-6 ( 平 裝 )
NT$460 普遍級
863.57
心之約 = The covenant of hearts / 戴國
平 Claudia 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
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99-8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7
世紀末書商 / 八千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4-70-2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以你的名字寫一場浪漫 / 三杏子作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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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PO 小說 ; 62) .-ISBN 978-986-06540-5-9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63.57
他們的通勤時間 / 林珮瑜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221-3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地鐵站 / 何致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4-106-3 (平裝) NT$430 普遍級
863.57
在世界崩塌之前 / 沫淺唯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103 .-- 260
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 91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626-7058-17-6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92

863.57
成親這麼難 / 寄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4501) .- ISBN 978-986-527-390-3 ( 平 裝 )
NT$310 普遍級
863.57
百鬼夜行. 卷 6, 玉山小飛俠 / 笭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29) .-- ISBN
978-626-7094-14-3 (平裝) NT$330 普
遍級
863.57
竹掃帚博士 / 圓角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 (釀冒險 ; 5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601-7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63.57
妖怪料亭 / 微混吃等死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74-740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77473-3 (第 3 冊:平裝完結限定版) 普遍
級
863.57
我的億萬前任 / 凌兮兮作 .-- 初版 .-[彰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4-00-2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863.57
我從遊戲中喚醒的魔王是廢柴. 1, 新
任務:美麗魔境 / 子陽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4-75-7 (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774-72-6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遍級
863.57
沉水木樁 / 知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避風港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69-5-3 (平
裝) 普遍級
863.57
赤瞳者. 4, 母親 / 晨羽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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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256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177-9-4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7

妾身今天要掌家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[彰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01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4-02-6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863.57
妹妹誰都不嫁 / 唐梨作 .-- 初版 .-- [彰
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012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4-01-9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863.57
非凡千金之珍珠滿福妻 / 風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
列 ; E114701) .-- ISBN 978-986-527393-4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7
後山怪咖醫師與那些奇異病人 / 李
惟陽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(Author 系列. 李惟陽作
品集 ; 4) .-- ISBN 978-957-13-9897-6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63.57
紅線 / 九把刀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九把刀 ; 8) .-ISBN 978-957-741-484-7 ( 平 裝 )
NT$299 普遍級
863.57
重生之老婆不換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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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紅櫻桃 ; 1493) .-- ISBN 978986-335-737-7 (平裝) NT$270 限制級
863.57
重生替身嬌妻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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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紅櫻桃 ; 1496) .-- ISBN 978-986-335746-9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863.57
哭泣的心臟 : 黃海科幻小說精選 / 黃
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0 公分 .-(故事集 ; 27) .-- ISBN 978-986-319631-0 (平裝) NT$370 普遍級
863.57
海神的女兒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
11101 .-- 22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984-8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863.57
狼男友的馴養法則 / 花鈴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101 .-- 186
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 90) .-- BOD .- ISBN 978-626-7058-14-5 ( 平 裝 )
NT$260 普遍級
863.57
神隱 / A.Z.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
有光, 11101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- (要
推理 ; 96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7058-16-9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7
胭脂雪 : 光緒皇帝與珍妃 / 樸月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64 面; 21 公
分 .-- (歷史讀物 ; PY007)(清宮艷系
列 ; 4) .-- ISBN 978-986-323-432-6 (平
裝) NT$430 普遍級
863.57
記憶裡的陌生人 / 摸西摸西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101 .-- 242
面; 21 公分 .-- (要青春 ; 88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626-7058-15-2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863.57
常明醫院 / 今天下小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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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304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625-2-7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7
眾神水族箱 : 赤螭之風 / 大獵蜥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8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74-8-6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這一次,我的選擇 / 梅洛琳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994-7 (平裝)
NT$275 普遍級
863.57
最後的海上獵人 / 廖鴻基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(當代名家. 廖鴻基作品集 ; 1) .-- ISBN
978-957-08-6154-9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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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3.57
寒月 / 蔡惠苓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蔡惠苓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657-3 ( 平 裝 )
NT$390 普遍級
863.57
湖骨 / 陳泓名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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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957-13-9818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63.57
無神之地不下雨原著小說 = Rainless
love in a godless land / 三鳳製作作 ; 簡
奇峯, 程雲佳, 蘇冠禎原創 .-- 臺北市 :
水靈文創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(Fansapps ; 134) .-- ISBN
978-626-95076-8-9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863.57
等一個人咖啡 / 九把刀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九
把刀 ; 1) .-- ISBN 978-957-741-490-8
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863.57
黑夜曼波 / 吳錦發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4-298-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63.57
黑情緒的誘惑 / Chuckie 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5-05-4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863.57
夢見相公後我穿越了 / 春野櫻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01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
列 ; E114201) .-- ISBN 978-986-527389-7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7
翟少的念念不忘 / 菲比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
版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
工作室發行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紅櫻桃 ; 1495) .-- ISBN 978-986335-736-0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863.57
憂鬱的貓太郎 / 王幼華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(綠蠹

魚 ; YLM38) .-- ISBN 978-957-32-93941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863.57

978-986-97506-2-2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863.59

ISBN 978-986-525-407-0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63.596

樓上的好人 / 陳思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(鏡小說) .-- ISBN
978-626-7054-31-4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863.57

兒童文學與閱讀. 一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72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二輯, 書目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78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閱讀指導 863.59

如果山知道 / 黃惠鈴著 ; 王淑慧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
少兒書房 ; 286) .-- ISBN 978-986-450406-0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96

擔馬草水 / 姜天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 1372) .- ISBN 978-986-450-405-3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63.57
親愛的,這也是戀愛 / Misa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25-0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7
隧道裡有鬼 / 綠光, 玉筆, 墨水馨, 卡
卡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邀月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8 面;
20 公分 .-- (霓幻鑰系列 ; K6202) .-ISBN 978-957-8696-38-9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863.57
幫夫小戶女 / 米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96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4801) .- ISBN 978-986-527-398-9 ( 平 裝 )
NT$270 普遍級
863.57
雙面巨星 / 滅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4-82 (平裝) 限制級
863.57
霸總的契約情人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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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紅櫻桃 ; 1494) .-- ISBN 978-986335-735-3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863.57
Chi-Chi 與夢電車 / 江伯洋圖.文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猫猫文創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72 面; 21X22 公分 .-- ISBN

兒童文學與閱讀. 二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82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二輯, 書目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79-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閱讀指導 863.59
兒童文學與閱讀. 三 / 林文寶著 ; 張
晏瑞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36 面;
26 公分 .-- (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
第二輯, 書目編) .-- ISBN 978-986-478580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閱讀指導 863.59
玩石救母 : 桃源谷孝子山的故事 / 謝
志忠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耶魯國際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2 面;
21 公分 .-- (原創出版 ; O002) .-- ISBN
978-626-95358-0-4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863.59
熊熊天使隊. 1, 老師別走 / 管家琪著 ;
賽樂茄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
文化企業社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管家琪作品集. 童話館 ; 6) .-ISBN 978-626-95433-5-9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63.59
種傻瓜 / 管家琪著 ; 欣笛繪圖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大 好 文 化 企 業 社 ,
1110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管家琪作
品集. 童話館 ; 5) .-- ISBN 978-62695433-6-6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9
五隻老虎開記者會 / 方素珍文 ; 張掀
掀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28
面; 21 公分 .-- (12 生肖大聯盟 ; 1) .-94

怪獸國有煩惱 / 許亞歷著 ; 許珮淨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故事館 ; 86) .-- ISBN 978-986449-255-8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96
迷你小故事 / 亞喬文 ; 楊麗玲, 鍾易
真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出
版社, 11101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161-669-8 (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863.596
這篇故事有意思 / 世一文化編輯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96 面; 26
公分 .-- (有意思 ; 3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313-032-6 ( 平 裝 )
NT$150 普遍級
863.596
猴王爭霸戰 / 李光福作 ; Faye 繪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11101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Fun 樂讀 ; 15)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773-7-9 (平
裝) NT$200 普遍級
863.596
賣剉冰的冰雹弟弟 / 李光福作 ; 管育
伶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Fun 樂讀 ;
16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7736-2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863.596
寵物功夫植物大法 / 林哲璋文 ; 陳雅
玲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出
版社, 11101 .-- 116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161-668-1 (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863.596
詩情畫意 : 彰化詩歌節 : 小文青詩畫
作品輯. 2021 第二屆 / 張雀芬總編
輯 .-- 第 1 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
局, 11012 .-- 131 面; 18X23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5473-48-8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863.598
小年獸出任務 / 蠟筆哥哥文 ; 郭建成
Raph.K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32 面; 25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57-13-9824-2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9
山神在哪裡 / Yuting Su 圖 ; Missa 文 .- 初版 .-- 新竹縣橫山鄉 : 兒童鐵道美
術館, 1101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35-0-0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9
水怪打嗝 / 劉書瑜文 ; 陳維霖圖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4 面; 21X15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53-42-5 (平裝)
NT$120 普遍級
863.599
舌尖上的記憶 / ANT 文.圖 ; 洪崇朔
故事腳本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
雲林縣政府, 1101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50-42-3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863.599
我的家在吉貝灣 = My home at Jibei
beach : a little tern's life story / 陳鴻賢
中文作 ; 吳令丞英文作 ; 鄭宇翔繪
圖 .-- 初版 .-- 澎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
政府教育處, 11012 .-- 50 面; 21X30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42784-9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9
阿虎的管理員不能來上班 / 陳思妤
作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出
版 : 新北市政府發行, 11012 .-- 37 面;
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5462-82-6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99
起風的日子 / 蘇美玉圖/文 .-- 初版 .-雲林縣虎尾鎮 :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
林故事人協會, 11101 .-- 40 面; 21X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6-7-0 (精裝)
NT$280 普遍級
863.599
細蜂仔蜜花 = Honey bee sweetie / 楊
佳欣圖 ; 蔣佩儒, 顏婷蓁, 顏佑丞, 林
宥廷, 陳啟銘, 何紹榮, 林奕廷, 曹紹
偉, 李嘉鑫, 彭薏娟文字 ; 蔣佩儒, 顏
婷蓁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國立

中央大學客家學院, 11101 .-- 40 面; 3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7-2-6 (精裝)
普遍級
863.599
雄赳赳前傳 : 領袖的誕生 / 張裴倢,
新庄國小學童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 11012 .-24 面; 21X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95001-5-4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863.599
豬大嬸的蛋糕 / 王元容文 ; 朱因華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 面; 21X1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5341-8 (平裝) NT$120 普遍級
863.599
邊境 / 曾詩琴文.圖 .-- 新北市 : 新北
市政府文化局出版 : 新北市政府發
行, 11012 .-- 3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2-83-3 (精裝) NT$280 普
遍級
863.599
魔法阿媽 : 豆豆的夏天 / 王小棣文 ;
查理小姐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
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6 面;
26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197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9
遶尞永靖 / 林柏宇, 鄭暐騰, 林義偉,
邱欽良, 謝函瑜, 陳孟婆, 黃心岑, 徐
漢霖, 郭沛岍, 邱芷汝, 陳忞炘, 柯薷
涵, 凃喬云, 陳沄蔚, 林奕丞, 黄宜盈,
陳洛揚, 凃亭瑋, 楊譯捷, 黄靖雅, 吳
紹銘, 張軒慈, 詹子褕, 郭雨芯, 林宜
蓁, 劉妍盱, 馬歆維, 邱鈺潔, 劉妍庭,
陳沛辰, 吳季恩繪 .-- 彰化縣永靖鄉 :
彰化縣永靖鄉永靖國民小學, 11012 .- 34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73-46-4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9
山海多良 / 林智皓故事編寫 ; 卓奕婷,
尤可欣, 孔穗妤, 余姿妍, 李惠子, 林
皓萍, 林可唯, 林芷芸, 謝芯櫑, 王少
祈, 孔旻翔, 邱湘甯, 劉冠廷, 利婉儀,
郭雨涵, 謝唯軒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東
縣太麻里鄉 :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溪
國民小學, 11012 .-- 36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19-71-4 ( 精 裝 )
NT$200 普遍級
863.8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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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洋文學
我依然是我 / 喬喬.莫伊絲(Jojo Moyes)
著 ; 歸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835-8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873.57
沉默的十字架 / 費歐娜.巴頓作 ; 吳宗
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23) .-- ISBN 978957-741-488-5 (平裝) NT$410 普遍級
873.57
沉 默 的 希 臘 少 女 / 派 特 . 巴 克 (Pat
Barker)著 ; 呂玉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師
名 作 坊 ; 184) .-- ISBN 978-957-139826-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73.57
春 天 的 第 一 天 / 南 西 . 塔 克 (Nancy
Tucker)著 ; 呂玉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
5004 種)(Choice ; 349) .-- ISBN 978957-33-3846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73.57
個案研究 / 格雷姆.麥克雷.伯內特
(Graeme Macrae Burnet) 作 ; 林 雨 蒨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67-7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873.57
強力毒藥 / 桃樂絲.榭爾絲(Dorothy L.
Sayers)著 ; 易萃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臉譜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桃樂絲.
榭爾絲作品集 ; 1) .-- ISBN 978-626315-067-6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73.57
激情 / 珍奈.溫特森(Jeanette Winterson)
著 ; 葉佳怡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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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FR6581) .-- ISBN 978-626-315-068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73.57

靜水 / 約翰.哈威(John Harvey)著 ; 李
靜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美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3-6-8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873.57
我沒有祕密 / 佩妮.喬森(Penny Joelson)
著 ; 郭恩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29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青 春 閱 讀
Bridge) .-- ISBN 978-986-338-468-7 (平
裝) NT$280 普遍級
873.59
愛麗絲夢遊奇境 / 路易士.卡洛爾
(Lewis Carroll)作 ; 東方編輯部譯寫 ;
李憶婷繪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
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比
讀經典 ; 60) .-- ISBN 978-986-338-4670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873.59
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. 一, 午夜追蹤 /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‧霍
爾(Dieter Hörl)繪 ; 高子梅譯 .-- 三版 .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
7) .-- ISBN 978-626-320-057-9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873.59
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. 二, 新月危機 /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.霍爾
(Dieter Hörl)繪 ; 謝雅文譯 .-- 三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8) .-ISBN 978-626-320-058-6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873.59
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. 三, 重現家園 /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.霍爾
(Dieter Hörl)繪 ; 高子梅譯 .-- 三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9) .-- 暢
銷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320-059-3
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3.59
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. 五, 黃昏戰爭 /
艾琳. 杭特(Erin Hunter) 著 ; 韓宜辰
譯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Warriors ; 11) .-- ISBN 978-626-320061-6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
873.59
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. 六, 日落和平 /
艾琳. 杭特(Erin Hunter) 著 ; 韓宜辰
譯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Warriors ; 12) .-- ISBN 978-626-320062-3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3.59
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. 四, 星光指路 /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 ; 迪特.霍爾
(Dieter Hörl)繪 ; 謝雅文譯 .-- 三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Warriors ; 10) .-暢銷紀念版 .-- ISBN 978-626-320-0609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3.59
卡 夫 卡 變 蟲 記 / 勞 倫 斯 (Lawrence
David)文 ; 戴爾飛(Delphine Durand)圖 ;
郭雪貞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 面;
27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
978-986-5576-56-1 (精裝) NT$300 普
遍級
873.596
英國童話及故事集 / 芙蘿拉-安妮.史
提爾(Flora Annie Steel)著 ; 亞瑟.拉克
姆(Arthur Rackham), 約翰.D.巴滕(John
D. Batten)繪 ; 謝靜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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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9-585-4 ( 平 裝 )
NT$399 普遍級
873.596
小種子與大樹 / 布蘭登.威爾登
(Brandon Walden)著 ; 謝明珊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336-4 (精裝) 普遍級
873.599
為什麼我要讓你? / 貝姬.戴維斯
(Becky Davies)文 ; 艾瑪.利維(Emma
Levey)圖 ; 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102)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533-0 (精
裝) NT$350 普遍級
873.599
為什麼東西會掉下來? / 哈麗特.布萊
克弗德文 ; 麥克.漢森圖 ; 郭雅欣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出版 : 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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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95617-1-1 (精裝)
普遍級
873.599
換個方式,我們都可以成為最好的! /
漢娜.惠緹(Hannah Whitty)文 ; 寶拉.博
爾斯(Paula Bowles)圖 ; 吳羽涵譯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32 面; 26X26 公分 .-(迷繪本 ; 103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21-532-3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873.599
愛 麗 絲 的 瓶 中 信 / 葛 斯 . 戈 登 (Gus
Gordon)作 ; 吳愉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40 面; 25X23 公分 .-- (童心
園 ; 225) .-- ISBN 978-986-507-680-1
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73.599
總是想要更多的怪獸 / 海莉.威爾斯
作.繪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338-469-4 ( 精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73.599
歡迎光臨恐龍才藝秀 / 莉莉.莫瑞作 ;
理查.麥瑞特繪 ; 吳寬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- (小
山丘點讀) .-- ISBN 978-626-307-473-6
(精裝) 普遍級
873.599
詩 人 主 宰 的 途 徑 = A poet’s
predominant path / 露絲.魏爾德.蘇勒
(Ruth Wildes Shuler)作 ; 李魁賢漢譯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2 面; 21 公分 .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29-6
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4.51
如果它流血 / 史蒂芬.金(Stephen King)
著 ; 楊沐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16 面;
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5003 種)(史
蒂芬金選 ; 46) .-- ISBN 978-957-333845-1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874.57
死 亡 謎案 / 坎德拉. 艾略 特(Kendra
Elliot)著 ; 康學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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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梅
西.凱佩奇警探系列 ; 1)(Best 嚴選 ;
135) .-- ISBN 978-626-7094-11-2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874.57
怪奇孤兒院第二部. 3, 荒漠之城 / 蘭
森.瑞格斯(Ransom Riggs)著 ; 陳思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
商高寶 國際有 限公 司臺灣 分公司 ,
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6-329-0 (平裝) 普遍級
874.57
烈 火 謎蹤 / 坎德拉. 艾略 特(Kendra
Elliot)著 ; 康學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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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Best
嚴選 ; 136) .-- ISBN 978-626-7094-19-8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874.57
第 43 個 祕 密 / 哈 蘭 . 科 本 (Harlan
Coben)著 ; 謝佩妏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臉譜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2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小說
選系列 ; 83) .-- ISBN 978-626-315-0744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874.57
獵凶 / 安.費瑟(Anne Frasier)作 ; 林零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Mystery world ;
MY0020) .-- ISBN 978-986-0767-68-1
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74.57
我 們 好 好 的 / 妮 娜 . 拉 庫 爾 (Nina
LaCour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留守番
工作室出版 : 寸田文化有限公司發
行, 11012 .-- 27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77-7-6 (平裝) 普遍級
874.59
人間有晴天 / 金柏莉.威樂絲.荷特著 ;
趙永芬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72-1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
874.596
小婦人 / 露意莎.梅.奧爾柯特原作 ;
尹伊賢故事.繪圖 ; 翁培元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(世界名著 ; 4) .-- ISBN 978-986-076127-6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74.596
小寶 / 溫蒂.梅斯(Wendy Mass), 雷貝
嘉.史德(Rebecca Stead)著 ; 尼可拉斯.
干農(Nicholas Gannon)繪 ; 郭恩惠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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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故事館) .-- ISBN 978-6267000-34-2 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874.596
公主出任務. 6, 皇家科學展 / 珊寧.海
爾 (Shannon Hale), 迪 恩 . 海 爾 (Dean
Hale)文 ; 范雷韻(LeUyen Pham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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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1 .-- 11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69-40-0 (平裝) 普遍級
874.596
怪獸日記. 1, 鬃毛獅女孩海莉克服上
臺焦慮 / Raun Melmed, S. E. Abramson
著 ; 李政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518-1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74.596
神奇樹屋. 特別篇. 2, 德州颶風英雄 /
瑪麗.波.奧斯本(Mary Pope Osborne)
文 ; 吳健豐圖 ; 蔡冠群譯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25-424-7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874.596
湯姆歷險記 / 馬克.吐溫原作 ; Orange
Carto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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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(世界名著 ; 3) .-- ISBN 978-986-076125-2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74.596
大熊來了 / 理查.莫里斯(Richard T.
Morris)文 ; 范雷韻(LeUyen Pham)圖 ;
黃聿君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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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4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423-0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74.599
小兔子,我愛你 / 梅麗莎.馬爾(Melissa
Marr)文 ; 蒂根.懷特(Teagan White)圖 ;
劉亞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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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40 面; 24X25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952468-6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74.599
小兔子和小鴨子 / 梅麗莎.馬爾
(Melissa Marr)文 ; 蒂根.懷特(Teagan
White)圖 ; 劉亞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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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40 面;
24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95246-9-3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74.599
光屁屁小超人 / 麥可.伊恩.布萊克
(Michael Ian Black)作 ; 黛比.里帕斯.
奧伊(Debbie Ridpath Ohi)繪 ; 羅凡怡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(小野人 ; 43)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384-673-4 (精裝) 普遍級
874.599
乖,該冬眠了 / 珊卓拉.馬克爾(Sandra
Markle)著 ; 霍華德.麥克威廉(Howard
McWilliam)繪 ; 許皓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求人文
化, 11101 .-- 36 面; 26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92-8-6 ( 精 裝 )
NT$299 普遍級
874.599
乖,該遷徙了 / 珊卓拉.馬克爾(Sandra
Markle)著 ; 霍華德.麥克威廉(Howard
McWilliam)繪 ; 許皓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求人文
化, 11101 .-- 36 面; 26X26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292-9-3 (精裝)
NT$299 普遍級
874.599
書,怎麼誕生的? : 暢銷 25 年,用繪本
為孩子解說寫作出版的過程的最佳
書 目 / 愛 琳 . 克 利 斯 提 洛 (Eileen
Christelow)作 ; 海狗房東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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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

(小麥田繪本館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7000-35-9 (精裝) NT$450 普
遍級
874.599
逃跑小豌豆. 1, 廚房大冒險 / Kjartan
Poskitt 文 ; Alex Willmore 圖 ; 李貞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102 .-- 36 面;
26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1-115 (精裝) 普遍級
874.599
麥基先生錯過巴士的那一天 / 菲立
普.史戴(Philip C. Stead)文 ; 艾琳.史戴
(Erin E. Stead)圖 ; 劉清彥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58 面; 24X22 公分 .-- (小
魯療癒繪本 ; AHL012)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626-7043-78-3 (精裝) 普遍
級
874.599
誰偷走了我的書? / 黛比.里帕斯.奧伊
(Debbie Ridpath Ohi)作 ; 羅凡怡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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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(小野人 ; 44)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384-674-1 (精裝) 普遍級
874.599
鴨子?兔子? / 艾美.克蘿思.羅森朵
(Amy Krouse Rosenthal)作 ; 湯姆.利希
騰赫德(Tom Lichtenheld)繪 ; 楊郁慧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 面; 25X25
公分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57-32-9422-1 (精裝) NT$350 普
遍級
874.599
蝴蝶的重量 : 沙克絲詩選 / 奈莉.沙克
絲(Nelly Sachs)著 ; 陳黎, 張芬齡合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Island ; 313) .-- ISBN 978-986406-274-4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75.51
千萬別打開!古怪快遞 : 陰森森的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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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1-331-9 (精裝) 普遍級
875.59

小巫婆 / 奧飛.普思樂(Otfried Preußler)
文 ; 溫妮.格巴特(Winnie Gebhardt)圖 ;
鄭如晴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52 面;
21 公 分 .-- ( 我 自 己 讀 的 童 話 書 ;
BNP025R) .-- ISBN 978-626-7043-83-7
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75.596
永遠的好朋友 / 鈞特.亞可伯斯
(Günther Jakobs)作.繪 ; 我家編輯群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61-1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875.596
公雞亨利找什麼? / 西.諾伊德特(Cee
Neudert) 作 ; 克 利 斯 蒂 安 . 漢 森
(Christiane Hansen)繪 ; 我 家編 輯群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58-1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875.599
公雞亨利的準備計畫 / 西.諾伊德特
(Cee Neudert)作 ; 克利斯蒂安.漢森
(Christiane Hansen) 繪 ; 我 家編 輯群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59-8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875.599
公雞亨利前往艾菲爾鐵塔 / 西.諾伊
德特(Cee Neudert)作 ; 克利斯蒂安.漢
森(Christiane Hansen)繪 ; 我家編輯群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60-4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875.599
充滿寶藏的樹林 / 鈞特. 亞可伯斯
(Günther Jakobs)作.繪 ; 我家編輯群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62-8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875.599
尋找回家的路 / 鈞特.亞可伯斯
(Günther Jakobs)作.繪 ; 我家編輯群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4 面; 29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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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63-5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875.599
巴爾札克短篇小說選集 / 奧諾雷.德.
巴爾札克(Honoré de Balzac)著 ; 邱瑞
鑾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(典藏經典 ; 117) .-- ISBN 978-986-178582-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876.57
美麗的約定 / 亞蘭.傅尼葉著 ; 李棣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12 面;
21 公分 .-- (愛經典 ; 57) .-- ISBN 978957-13-9807-5 (精裝) NT$400 普遍級
876.57
愛的荒漠 / 弗朗索瓦.莫里亞克著 ; 林
凡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
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560 面;
21 公分 .-- (經典文學 ; A011) .-- ISBN
978-626-95094-8-5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876.57
反螢幕特攻隊 / 勒妮雅.馬卓文 ; 弗羅
宏.貝居圖 ; 尉遲秀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8 面; 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305-164-5 ( 精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76.596
童話夢工場 : 穿靴子的貓咪 / 夏爾.佩
羅原著 ; 耿啟文作 ; 貓十字繪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(童話
夢工場 ; 12) .-- ISBN 978-957-521-5361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6.596
羅伯特的三次復仇 / 尚.克勞德.穆萊
瓦(Jean-Claude Mourlevat)作 ; 梅思繁
翻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(小魯大獎小說 ; BSP545N) .-ISBN 978-626-7043-73-8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76.596
直到最後一頁 / 蘿拉.費拉喬里(Laura
Ferracioli)文 ; 愛麗絲. 科皮尼(Alice
Coppini)圖 ; 張家綺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11-0-1 (精裝) 普遍級

876.599
孩子的友善溝通力. 1, 你就是你 / 奧
利維.克勒(Olivier Clerc)文 ; 蓋亞.博
迪西亞(Gaia Bordicchia)圖 ; 王晶盈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102 .-- 48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1-12-2 (精
裝) 普遍級
876.599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洲、大洋洲文學
*怪獸幫你收拾房間! / 潔西卡.馬丁
奈羅(Jessica Martinello)文 ; 葛雷果.馬
畢爾(Grégoire Mabire)圖 ; 黃聿君譯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0 面; 28 公分 .-- (繪
本 ; 29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305-144-7 (精裝) 普遍級
881.7599
戴面具的世界 / 亞德里安 .商久贊
(Adrian Sangeorzan)著 ; 李魁賢譯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 BOD 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28-9
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883.151
離散.記憶.復振 : 跨太平洋原住民書
寫 與 實 踐 = Diaspora, memory, and
resurgence : Trans-Pacific indigenous
writing and practice / 黃心雅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
1101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觀
點 ; 38) .-- ISBN 978-957-445-975-9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美洲文學 2.CST: 原住民
3.CST: 文集 4.CST: 北美洲 885.07
清秀佳人. 3, 安的戀情 / 露西.蒙哥瑪
麗(L. M. Montgomery)著 ; 潘穎慧譯 .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典藏經
典 ; 11) .-- ISBN 978-986-178-581-3 (平
裝) NT$280 普遍級
885.357
青 瓦 厝 ê 安 妮 / Lucy Maud
Montgomery 原著 ; 黃昭瑞, 白麗芬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
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台英對
照 .-- ISBN 978-626-7076-12-5 (精裝)
NT$380 普遍級

885.3596
餃子十兄弟 / 揚逸(Larissa Fan)著 ; 吳
欣芷(Cindy Wume)繪 ; 賴嘉綾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162-4 (精裝) 普遍
級
885.3599
雙木成林 / 李潔珂(Jessica J. Lee)著 ;
郭庭瑄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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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) .-- ISBN
978-626-315-077-5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885.36
沒問題,我來想辦法 / 羅麗.萊特
(Laurie Wright)作 ; 安納.聖多斯(Ana
Santos)繪 ; 陳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(童心園 ; 226) .- ISBN 978-986-507-681-8 ( 精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87.1599
奇形怪影猜猜看 / SC Manchild 文 ;
Sam Caldwell 圖 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小光點, 11102 .-- 44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51-10-8 (精裝) 普遍
級
887.1599

新聞學
<<大公報>>國民生活觀建構研究 :
以新生活運動為中心 / 趙佳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12 面; 26 公分 .-(中國新聞史研究輯刊. 六編 ; 第 3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684-5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中國報業 2.CST: 新生活運動
3.CST: 社會生活 890.9208
「九評」 : 中蘇論戰與新聞傳播 / 盛
陽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32 面; 26 公
分 .-- (中國新聞史研究輯刊. 六編 ;
第 4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685-2 (精
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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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中俄關係 2.CST: 傳播政治經
濟學 890.9208
另類景觀 : 草根傳媒文化與當代社
會變遷 / 龐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16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新聞史研究
輯刊. 六編 ; 第 7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688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大眾傳播 2.CST: 媒體文化
3.CST: 社會變遷 890.9208
報刊革命 : 陳獨秀後期報刊實踐與
思想研究(1921-1942) / 陳長松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96 面; 26 公分 .-(中國新聞史研究輯刊. 六編 ; 第 2
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-683-8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中國報業史 890.9208
新時期國家族群認同與邊疆少數民
族影像傳播研究 / 尹興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冊 .-- (中國新聞史研究輯刊.
六編 ; 第 5-6 冊) .-- ISBN 978-986-518687-6 (下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518-686-9 (上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族認同 2.CST: 少數民族
3.CST: 邊疆民族 4.CST: 視覺傳播
890.9208
鴉片戰爭前後外報在嶺南的興起及
其影響 / 鄧紹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252 面; 26 公分 .-- (中國新聞史研究
輯刊. 六編 ; 第 1 冊) .-- ISBN 978-986518-682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新聞史 2.CST: 中國報業
史 890.9208
快門之下 / 張筑貽執筆 ; 張裴倢主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
藝術家協會, 11012 .-- 203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1-4-7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記者 2.CST: 新聞報導
3.CST: 臺灣 895.1
從解嚴到數位匯流的新聞工作者 :
跨時代的比較研究 / 劉蕙苓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49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47-8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1.CST: 新聞從業人員 2.CST: 比較研
究 3.CST: 文集 895.107

鏡週刊新聞現場. 2021 / 廖志成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鏡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55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634-0-1 ( 平 裝 )
NT$365 普遍級
1.CST: 新聞 2.CST: 新聞報導 3.CST:
時事評論 895.3
進擊的文案 : 從文采到情采,新媒體
商業寫作完全攻略 / 蘇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(實用知識 ; 79) .-- ISBN 978-626-708917-0 (平裝) NT$370 普遍級
1.CST: 新聞寫作 2.CST: 寫作法
3.CST: 媒體 895.4

藝術類
總論
文化武器 : 製造現象擄掠人心 / 納托.
湯普森(Nato Thompson)作 ; 石武耕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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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Act ; MA0052) .-ISBN 978-986-0767-72-8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社會學 2.CST: 文化傳播
3.CST: 大眾傳播 901.5

1.CST: 林智信 2.CST: 藝術 3.CST: 作
品集 902.33
南部七縣市青年視覺藝術培力計畫.
2021 : 很可以 / 許遠達, 許哲瑋, 吳謹
為, 朱品卉, 洪婉容, 陳昱靜, 韓佳燕
撰文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
館, 11012 .-- 16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521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視覺藝術 2.CST: 作品集
902.33
雲林文化藝術獎專輯 : 美術獎/表演
藝術獎/貢獻獎. 2021 17th = Yunlin
culture and art award / 陳璧君總編輯 .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
11101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0-45-4 (精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過站不停 = Traveling backwards : to the
stories we left behind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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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104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763-5-8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彰化縣卦山畫會卦山雲湧畫集. 2022
/ 陳美華總編輯 .-- 彰化縣員林市 : 彰
化縣卦山畫會, 11101 .-- 64 面; 25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002-1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
中.韓美術交流展 : 2022 創作作品專
集 = 2022 Taiwan-Korea art exhibition
of 33th anniversary / 胡雅娟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韓美術交流學會,
11101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0461-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

藝術銀行購藏作品圖錄. 2020 = 2020
art bank Taiwan acquisition / 陳登欽, 梁
晋誌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臺
灣美術基金會, 11101 .-- 26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03-0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
台中藝術家俱樂部 50 週年美展專輯
= Official exhibition catalogue for the
5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
artists' association .-- 臺中市 : 阮麗英,
11101 .-- 12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35-1 (精裝) NT$600 普
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
繼往開來 : 第八屆北臺八縣市藝術
家聯展 / 陳靜萍總編輯 .-- 基隆市 : 基
隆市文化局, 11012 .-- 136 面; 25X26
公分 .-- (基隆文心叢刊 ; 314) .-- ISBN
978-986-5417-27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
林智信全集 = The complete works of
Lin Chih-Hsin / 林智信, 蕭瓊瑞撰文 .- 臺南市 :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,
11102 .-- 冊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532-514-5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
洄 瀾 美 展 . 2021 = 2021 Hualien Art
Exhibition / 花蓮縣文化局編著 .-- 初
版 .-- [ 花 蓮 市 ] :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,
11012 .-- 94 面; 25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986-5429-59-1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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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藏目錄. 33. I = The catalogue of 2020
collection. I / 汪佳政總策劃 .-- 臺中市 :
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101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29-9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國立臺灣美術館 2.CST: 美術
3.CST: 蒐藏品 4.CST: 目錄 902.833
典藏目錄. 33. II = The catalogue of
2020 collection II / 林明賢策劃編輯 .-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101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530-5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立臺灣美術館 2.CST: 美術
3.CST: 蒐藏品 4.CST: 目錄 902.833
藝兒時 : 2021 年造型藝術的當代 : 蕭
壠文化園區文化體驗教育計畫 =
Once
upon
a
time
: 2021
contemporaneity in plastic arts / 陳明惠,
陳育祥撰文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
文化局, 11012 .-- 192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7-70-6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藝術教育 2.CST: 兒童教育
903
Phpah 藝術聚展演專書 / 東冬.侯溫企
畫主編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行政院農
業委員 會林務 局花 蓮林區 管理處 ,
1101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0-01-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展覽 2.CST: 當代藝術
3.CST: 太魯閣族 4.CST: 花蓮縣
906.6
宇 宙 多 重 = The weight of multiple
universes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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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104
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06763-4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藝術展覽 2.CST: 現代藝術
3.CST: 作品集 4.CST: 藝術評論
906.6
10 年 : 台灣聲音地圖計畫/吳燦政 =
10 : Taiwan sound map project/Wu TsanCheng / 陳柏年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市立美術館, 11012 .-- 64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76-0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現代藝術 2.CST: 聲音傳播
3.CST: 美術館展覽 906.8

走向世界 : 臺灣新文化運動中的美
術 翻 轉 力 = Worldward : the
transformative force of art in Taiwan's
new cultural movement / 余思穎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美術館,
11012 .-- 294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0772-74-6 (平裝)
NT$160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展覽 2.CST: 美術 3.CST:
作品集 906.8
薄 膜 干 涉 , 邊 介 之 上 = Thin-film
interference over border interface / 林晏
竹, 朴珠媛, 翁榛羚, 張美宇, 許鈞宜,
黃宇鵬, 趙曼君共同作 ; 黃建宏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酶河有限公司
出版 ;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發
行, 11101 .-- 1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79-0-5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文集 907
西方技術藝術史 / 仇國梁著 .-- 修訂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394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09-3 (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史 2.CST: 歐洲 909.4
漆藝大師 : 王清霜 / 蔡輝振編撰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1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5-71-7 (平裝附數位影音
光碟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王清霜 2.CST: 藝術家 3.CST:
漆藝 4.CST: 臺灣傳記 909.933
燠溽與呼愁 : 陳水財藝評文集 = from
sultriness to hüzün : collected art reviews
/ 陳水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
家出版社, 1110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82-286-9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陳水財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藝術評論 4.CST: 文集
909.933

音樂
中國傳統音樂民間術語研究 / 陳新
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410 面; 23 公
分 .-- (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
論叢 ; 第七輯) .-- ISBN 978-986-478588-9 (精裝) 普遍級

1.CST: 音樂 2.CST: 術語 3.CST: 中國
910.1
東方樂珠 : 白話律呂纂要 / 陳綏燕,
林逸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1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06-1 (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1.CST: 音樂 2.CST: 古代 3.CST: 中國
910.92
絃笛傳客韻 : 謝顯魁生命史 / 蘇秀婷
著 .-- 初版 .-- 苗栗市 : 苗栗縣政府文
化觀光局, 11012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70-11-6 ( 精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謝顯魁 2.CST: 音樂家 3.CST:
客家音樂 4.CST: 臺灣傳記
910.9933
*偉大作曲家群像 : 拉赫曼尼諾夫 /
羅伯.華克著 ; 何貴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2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53-2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拉赫曼尼諾夫(Rachmaninoff,
Sergei, 1873-1943) 2.CST: 音樂家
3.CST: 傳記 4.CST: 俄國 910.9948
超音樂理論 : 進階和弦.和弦進行 / 侘
美秀俊著 ; 徐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易博士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101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0-203-6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樂理 2.CST: 和弦 3.CST: 作曲
法 911.4
演奏與詮釋 : 二 0 二一研究生學術研
討會論文集 / 蔡秉衡主編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11012 .- 4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74-6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演奏 2.CST: 樂評 3.CST: 文集
911.807

11012 .-- 460 面; 23 公分 .-- (福建師範
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. 第七輯) .- ISBN 978-986-478-595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絃樂 2.CST: 三味線音樂
3.CST: 比較音樂學 4.CST: 中國
5.CST: 日本 916.69
南管曲詞現代化之整理研究. 三 / 王
三慶, 魏金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, 11012 .-504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71-5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南管音樂 919.881

建築
往生之間 : 緬懷逝者的建築影像詩,
追憶摯愛的空間告別式 / 賴伯威,
WillipodiA 都市研究團隊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101 .-- 126 面; 28X28 公分 .-(Taste ; 16) .-- ISBN 978-986-384-645-1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建築 2.CST: 建築藝術 3.CST:
空間藝術 4.CST: 殯葬 5.CST: 個案研
究 920
高雄厝綠建築得獎作品專輯. 110 年
度 / 黃鈺純, 卓巧雯撰稿.編輯 .-- 高
雄市 :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, 11012 .-1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71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綠建築 2.CST: 建築節能
3.CST: 作品集 920.25
公共藝術年鑑. 109 年 = Public art in
Taiwan annual. 2020 / 陳怡君主編 .-新北市 : 文化部, 11012 .-- 300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18-3 (平裝
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公共藝術 2.CST: 年鑑
920.58

詩詞長歌 : 王守潔詩詞創作歌曲集 /
王守潔作曲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長歌
藝術傳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
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98-7-5 (精
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詩歌吟唱 2.CST: 中國文學
915.18

我的孩子要在這裡讀書 : 黃建興建
築師經典校園走讀 / 游苔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美好
生活 ; 28) .-- ISBN 978-986-398-734-5
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師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臺灣傳記 920.9933

三弦藝術論 / 王耀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,

BI 生物智慧 : 建築創意的源頭 =
Biological intelligence : the origin o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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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chitectural creativity / 九典聯合建築
師事務所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
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, 11012 .-- 256 面;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7-03 (精裝) NT$999 普遍級
1.CST: 建築美術設計 2.CST: 綠建築
3.CST: 建築節能 4.CST: 永續發展
921
投宿中國精品旅館 : 體驗新、舊交
融的極上之宿 / 黃宏輝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(Hello design ; 61) .-- ISBN 978-957-139805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旅館 2.CST: 建築藝術 3.CST:
建築美術設計 4.CST: 中國 922.8

Prints Exhibition of R.O.C. : joyful tiger
harvesting happiness / 賴岳貞主編 .-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術館, 11101 .-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527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版畫 2.CST: 年畫 3.CST: 畫冊
937
賴振輝版畫創作集. 2020-2021 = Lai
Cheng Hui 2020-2021 / 賴振輝[作]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賴振輝, 11012 .-- 86
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50-4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版畫 2.CST: 畫冊 937

印度聖跡巴弗大塔. 門道篇 = The
Stupa of Bharhut / 林保堯著 .-- 初版 .- 新竹市 :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
化基金會, 11101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780-0-8 ( 精 裝 )
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佛塔 2.CST: 佛像 3.CST: 佛教
藝術 927.2

永恆之痕 : 傳統陶瓷修復技法 : 鋦瓷、
金 缮 = Enternity in mending : the
traditional art of repairing ceramics :
curium porcelain and kintsugi / 陳高登
撰文 ; 郭哲旭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
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
心, 1101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522-0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陶瓷 2.CST: 陶瓷工藝 3.CST:
藏品修復 938

會呼吸的土團屋 / 儲玉玲文 ; 林建志
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
化局 ;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64 面; 21X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5-73-5 ( 精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房屋建築 2.CST: 建築節能
3.CST: 繪本 4.CST: 高雄市旗山區
928.33

脫胎 : 臺灣青年陶藝獎雙年展. 第五
屆 = 5th Taiwan young pottery artist
award & biennale / 王信惠主編 .-- 初
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
研究發展中心, 11101 .-- 110 面; 30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2526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陶瓷工藝 2.CST: 作品集
938

雕塑
大觀印林. 第十一輯 / 陳炳宏, 蔡介騰
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
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出版 : 國
立臺灣藝術大學發行, 11012 .-- 120 面;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74-4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印譜 931.7
台灣印社社刊. 第二十三集 / 陳宏勉,
林淑女策劃編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印社, 11012 .-- 145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3784-9-9 ( 平 裝 )
NT$220 普遍級
1.CST: 印譜 931.7
中華民國版印年畫. 第 37 屆 : 福虎生
豐-虎年年畫特展 = The 37th New Year

絢彩. 2022 : Emma 高溫手繪陶瓷師生
作品集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艾瑪藝術
工坊, 11101 .-- 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29-0-0 (精裝) NT$650 普
遍級
1.CST: 陶瓷工藝 2.CST: 作品集
938
隨緣不隨我 : 陳三火剪黏藝術 / 王信
惠主編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國
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, 11012 .-120 面; 29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2-511-4 (精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陳三火 2.CST: 陶瓷工藝
3.CST: 泥塑 4.CST: 民間工藝美術
5.CST: 傳記 938

書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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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意志的上帝代言人 : 杜勒 / 韓秀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7 面; 21 公分 .- ( 青 青 ) .-- ISBN 978-957-14-7369-7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杜勒(Dürer, Albrecht, 14711528) 2.CST: 藝術家 3.CST: 傳記
4.CST: 德國 940.9943
吳越道文書畫集 / 吳道文著 .-- 臺北
市 : 吳道文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643-6 ( 平 裝 )
NT$900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5
吳豐山遊戲彩墨自嗨風雅集之一 /
吳豐山作 .-- 臺北市 : 吳豐山, 11101 .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51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5
妍開蝶舞 : 曾肅良彩墨與書法作品
精選集 = Flower blossom with butterfly
dancing : collection of ink painting and
calligraphy by Tseng,Suliang / 曾肅良
作 .-- 新 北 市 : 阿 賴 耶 藝 術 講 堂 ,
11012 .-- 72 面; 20X22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92-0-6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5
逸韻閑情 : 李育萱書畫篆刻選輯 / 李
育萱作 .-- 新北市 : 李育萱, 11101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30-6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印譜 3.CST: 作品
集 941.5
鄭鍚亭畫集. 二 / 鄭錫亭作 .-- 高雄市 :
上鋐書庫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53-2-9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5
*四縣市姊妹會聯合專輯 / 陳姿妃總
編輯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書藝協會,
11012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1800-1-6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6
無聲詩 : 南宋的小品繪畫 = Silent
poetry : delicate painting from the
Southern Song Dynasty / 許文美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故宮博物院,
11012 .-- 17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62-851-2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扇面 2.CST: 書畫 3.CST: 作品
集 941.6

臺中市華夏書畫協會會員作品專輯.
二 0 二二 / 江英茂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
臺中市華夏書畫協會, 11101 .-- 11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9911-3-8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6

*褚遂良雁塔聖教序部首分類彙整 /
賴慧卿編 .-- 臺中市 : 正大光明毛筆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128-2-9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法帖 943.5

簡墨品讀書法名家 : 東坡「畫字」、
山谷「描字」、蔡襄「勒字」,中國
歷代名家書法字帖經典 / 陳洪嶺, 簡
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4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986-2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書法家 2.CST: 藝術欣賞
3.CST: 中國 942.099

*<<轉變-書與非書的現代詮釋>>中
華 漢 光 書 道 學 會 特 展
=
"Transformation-a modern interpretation
of the recognizable and unrecognizable
Chinese calligraphy" Chung Hwa Han
Guang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,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1110-7-3 (平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
繽紛手寫藝術字 / bechori 作 ; 林芷柔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
出版社, 11103 .-- 111 面; 20X1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7-752-6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書法美學 2.CST: 美術字
942.194
山陰微言 : 林居城書法作品導覽 / 林
居城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嗣雍
齋國學研究社, 11101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6588-7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5
左彥祿書對聯橫披合輯 / 左彥祿作 .- 臺中市 : 環翠軒, 11101 .-- 14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35-0-1 (平裝)
NT$1500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對聯 3.CST: 作品
集 943.5
正法眼藏 : 禪師書法集 / 道源居士
作 .-- 南投市 : 福馬書院, 11012 .-- 1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8-1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5
*東漢禮器碑部首彙整 / 吳妙瑛編 .-臺中市 : 正大光明毛筆有限公司,
11012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28-1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法帖 943.5
陳玉鈴書法藝術展集 : 福虎生豐 二 0
二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/ 陳玉鈴著 .- 初版 .-- [新竹市] : 陳玉鈴, 11101 .-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18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5

玉丁寧館墨集 / 秦孝儀作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, 11012 .-224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9870-9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全國書法比賽專輯. 41 屆 / 黃臺芝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書法
教育學會, 11012 .-- 120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611-6-1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南鯤鯓代天府新春文藝季. 2020 : 徵
集詩作名家書法典藏展 / 侯賢遜總
策劃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
南鯤鯓代天府, 11101 .-- 224 面; 30 公
分 .-- (南鯤鯓藝文叢書 ; 34) .-- ISBN
978-986-98929-6-4 (精裝) NT$1000 普
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聚墨迴瑩 : 2021(110)年金台書法交流
暨金門縣書法學會年度會員作品活
動照片專輯 / 金門縣書法學會編著 .- [臺北市] : 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; 金門縣 : 金門縣書法學會發行,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9-119-8 (精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讀出中國繪畫的內心戲 : 十大主題
劇透時代風尚、熱議奇人軼事,解讀
畫作背後的文化和美學密碼 / 魏茹
冰, 曹昕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
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558-8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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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中國畫 2.CST: 藝術欣賞
944
大地情緣. 2022 : 羅振賢水墨創作集.
十 = Affection for the earth: Lo Cheng
Hsien ink painting collection 10, LO
CHENG-HSIEN / 羅 振 賢 [ 作 ]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,
11101 .-- 216 面; 3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531-2 (精裝) NT$2600 普遍級
1.CST: 水墨畫 2.CST: 畫冊 945.6
林煒鎮水墨畫集 : 傳統與現代的對
話 / 林煒鎮作 .-- 彰化市 : 國立彰化
生活美學館, 11101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2-515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水墨畫 2.CST: 畫冊 945.6
爬蟲視域 : 洪國為作品集 / 洪國為主
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洪國為, 桃園
市政府文化局, 11012 .-- 60 面; 22X28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13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水墨畫 2.CST: 畫冊 945.6
陳茂祥水墨小品集 = The collection of
Chen Mao Hsiang's ink paintings / 陳茂
祥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映軒,
11102 .-- 96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1973-1-1 (精裝) NT$1100 普
遍級
1.CST: 水墨畫 2.CST: 畫冊 945.6
浮世繪全覽 / 潘力著 .-- 臺北市 : 任
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32 面; 26
公分 .-- (drill ; 12) .-- ISBN 978-62695349-6-8 (平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浮世繪 2.CST: 畫論 3.CST: 藝
術欣賞 4.CST: 日本 946.148
我在音樂會畫的素描 / 陳景容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502 面; 23 公分 .- (生活美學 ; A010) .-- ISBN 978-62695094-7-8 (精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素描 2.CST: 畫冊 947.16
X 尋寶探險隊完全設定集 / 李國權
作 ; 太陽兵團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角落文化出版 : 臺灣角川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00 面; 23 公
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) .-- ISBN 978986-5588-68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漫畫 947.41
普通兄妹的祕密日記 / 普通兄妹原
著 ; 姜孝美文 ; 趙秉周圖 ; 徐月珠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2 .-- 145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658-729-0 (第 1 冊:
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漫畫 947.41

- 1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2-12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繪畫技法
947.45

魅惑 BL 動漫繪製 : 互動表現就從手
腳開始 / 玄光社著 ; 羅淑慧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3-008-5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漫畫 2.CST: 人物畫 3.CST: 繪
畫技法 947.41

絕讚質感插畫繪製 : 光效、紋理、
艷麗與淡雅等迷人表現的著色技法
大揭密 / Hanekoto, kyuri, Izumi Sai,
shipuxtu 著 ; 羅淑慧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3-010-8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繪畫技法 3.CST:
電腦繪圖 947.45

貓神的使者 : 開羅.木乃伊.混沌之蛇
/ 李國權作 ; 太陽兵團插畫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37) .-ISBN 978-986-5588-69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漫畫 947.41
50 個人物素描關鍵點 / 長沢都呂作 ;
林農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
坊文化出版社, 11103 .-- 189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754-0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人物畫 3.CST: 繪
畫技法 947.45
人物表現繪圖教室 / 金銅鎬作 ; 林芳
如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
化出版社, 11103 .-- 23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7-751-9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人物畫 3.CST: 繪
畫技法 947.45
令人興奮的狹小空間 / 吉竹伸介著 ;
雷鎮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
化實驗室, 11101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186-2-3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畫冊 947.45
美味手帳 : 水彩插畫與鋼筆字的絕
佳組合 / 阿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太雅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Taiwan creations ; 9) .-ISBN 978-986-336-420-7 ( 平 裝 )
NT$33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繪畫技法
947.45
童話風可愛女孩的服裝穿搭目錄 /
佐倉織子著 ; 邱顯惠翻譯 .-- 新北市 :
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

熱戀情侶繪製技法 / 千種あかり,
iyutani, にーづま。, 西いちこ, 貓巳
屋, 駒城ミチヲ作 ; 黃琳雅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
11102 .-- 1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7-745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人物畫 3.CST: 繪
畫技法 947.45
諷刺插畫繪製攻略 / 鄭琇日作 ; 林芳
如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
化出版社, 11102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7-748-9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人物畫 3.CST: 諷
刺畫 4.CST: 繪畫技法 947.45
隨手畫都可愛! : 用橫格筆記本輕鬆
畫出美好生活 : 365 天的手帳插畫練
習 / 飛樂鳥工作室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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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手
感設計風 ; 136X) .-- ISBN 978-9860769-66-1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繪畫技法
947.45
職業繪師的人物插畫即戰力 /
Sideranch 作 ; 劉姍珊翻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103 .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753-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人物畫 3.CST: 繪
畫技法 947.45
Walrak 彩繪藝思 : 全國原住民族兒童
繪畫創作比賽專輯. 第 14 屆 = puka
14 aipan lralrak kana inanuwayan
maunan i kanatal marepaukauka dra
parebuwa temutrautrau / 邱連春主編 .-新北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11012 .-104

144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35-55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兒童畫 2.CST: 畫冊 947.47
巴黎漂流意識 : 林智偉創作個展 =
Paris conscious nessg / 林智偉作 .-- 初
版 .-- 彰化市 : 彰化縣文化局, 11101 .- 64 面; 30 公分 .-- (彰化縣美術家接
力展 ; 第 107 輯) .-- ISBN 978-9865473-43-3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成
果畫冊. 110 年 : 描丹青攝光影 / 謝家
豪, 林靜芝, 呂廷倫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鼎書局, 11012 .-- 86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6-4-8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攝影 3.CST: 作品
集 947.5
放逐 : 鄭立禹創作個展 = Exile / 劉弘
毅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台北市吳家錄保險文化教育基金
會, 11012 .-- 84 面; 28X28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43-0-0 ( 平 裝 )
NT$1500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速寫老台北 / 郭麗慧著.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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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愛生活 ;
62) .-- ISBN 978-626-95562-7-4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臺澳畫家交流展. 2021 : 澳洲布里斯
本邀請畫家與臺灣畫家作品聯展 =
2021 Taiwan-Australia Artists Exchange
Exhibition / 黃庭超等作 ; 許坤成, 翁
美娥, 譚國智, 黃庭超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
11012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0-51-7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臺灣美術全集. 37, 林惺嶽 = Taiwan
fine arts series. 37, Lin Hsin-Yueh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家出版社, 11101 .- 232 面; 3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2287-6 (精裝) NT$1800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色鉛筆自學 BOOK : 繪畫也有 SOP,
帶你運用科學方法畫出寫實作品 /
謝瑞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旗林文
化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3-127-3 (平
裝) NT$458 普遍級
1.CST: 鉛筆畫 2.CST: 繪畫技法
948.2
鄉情畫境 : 國父紀念館個展-張晉霖
水彩作品專輯 / 張晉霖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巧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1-250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水彩畫 2.CST: 畫冊 948.4
U 畫會 30 週年美展專輯 = U Fine Arts
Association 3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
/ 郭懷升主編 .-- 臺南市 : U 畫會,
11101 .-- 108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6991-1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油畫 2.CST: 水彩畫 3.CST: 畫
冊 948.5
*歲月隨花 : 蕭璽詩與歌.畫集 / 蕭璽
作 .-- 南投市 : 蕭璽, 11012 .-- 64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96-5 (平
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油畫 2.CST: 畫冊 948.5
劉永仁 : 弧的遠方 = The arc from afar :
Liú Yung-jen solo exhibition / 廖倩慧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帝門藝術事
業有限公司出版 : 帝門藝術中心發
行, 11101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72-3-7 (精裝) NT$1000 普
遍級
1.CST: 油畫 2.CST: 複合媒材繪畫
3.CST: 畫冊 948.5
疫起看臉書 : 徐淑雅 2019-2021 繪畫
作品集 / 徐淑雅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徐淑雅, 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601-6 ( 平 裝 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粉彩畫 2.CST: 水彩畫 3.CST:
油畫 4.CST: 畫冊 948.6
流動藝術創作的技巧與實作 / 張珮
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03-0 (平裝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壓克力畫 2.CST: 繪畫技法
948.94

攝影；電腦藝術
以攝影之名 : 從班雅明、羅蘭.巴特、
桑塔格到自拍、外拍、手機攝影與
濾鏡,一個斜槓攝影師的台灣視覺文

化考察 / 汪正翔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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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- (藝術叢
書 ; FI1058) .-- ISBN 978-626-315-079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 2.CST: 文集 950.7
用攝影說故事 : IG 網紅運用 5 步驟
拍出深刻的攝影作品 / 芬恩.比爾斯
(Finn Beales)著 ; 張簡守展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出版 : 大雁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1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4-046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技術 2.CST: 數位攝影
952
浮光掠影.攝影筆記 : 我以謙卑貼近
土地 / 林錫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3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1-54-2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技術 2.CST: 攝影美學
952
攝影構圖 設計寶典 / 新知互動作 .-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101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502-4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攝影技術 952.2
自然夜景攝影技巧入門 / 田中達也
著 ; 周明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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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6-460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夜間攝影 2.CST: 攝影技術
953.5
島嶼釀 : 馬祖國際藝術島 2021-2022
= Island brew / 李取中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連江縣南竿鄉 : 連江縣政府,
1110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8-62-0 (精裝) NT$580 普遍級
1.CST: 自然景觀 2.CST: 攝影集
3.CST: 福建省連江縣 957.2
臺灣的海洋 : 本島的海岸 / 蘇嘉宏主
編 .-- 高 雄 市 : 國 家 海 洋 研 究 院 ,
11012 .-- 208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7-71-5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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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海岸 2.CST: 自然景觀 3.CST:
攝影集 4.CST: 臺灣 957.2
北 約 老 虎 會 紀 實 攝 影 輯 . 2021 =
NATO tiger meet 2021 Beja / 常靖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聞塾有限公司,
11012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01-0-5 (精裝) NT$1350 普遍級
1.CST: 北約老虎會 2.CST: 軍機
3.CST: 航空攝影 4.CST: 攝影集
957.9
2022 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 30 週年紀
念特刊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攝影藝術
協會, 11101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2631-3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攝影集 958.33
<<報導者>>.影曆 : 2019-2021 影像集
/ 余志偉, 楊子磊, 陳曉威, 林彥廷, 鄭
宇辰, 陳朗熹, 劉貳龍, 蔡耀徵, 張家
瑋, 蘇威銘, 許[]倩, 唐佐欣, 馬雨辰,
黃品維, 曹馥年, 高仲明, 許震唐, 吳
逸驊, 曾原信, 謝佩穎, 鄧毅駿, 蘇淮
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報
導者文化基金會, 11101 .-- 114 面; 4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31-1-0 (平裝)
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集 958.33
阿雄攝影紀錄 / 林文雄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62-2-0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集 958.33
攝影是另一種書寫 : 林錫銘攝影集 /
林錫銘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
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1-55-9 (精
裝) NT$180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集 958.33

工藝美術
54 場雨 / 黃金梅策劃主編 .-- 初版 .-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
發展中心, 11012 .-- 104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2-513-8 ( 平 裝 )
NT$760 普遍級
1.CST: 工藝設計 2.CST: 工藝美術
3.CST: 作品集 960
工藝行旅 : 旅人遊札 = Let’s craft :
traveler's journal / 陳靜汝編著 .-- 初
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
研究發展中心 ; 南投市 :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水土保持局, 11012 .-- 13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25-1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工藝 2.CST: 社區發展 3.CST:
臺灣 960
設計基礎構成 / 孫媛媛, 呂太鋒, 席麗
莎編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8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16-987-9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設計 960
科技藝術共生計畫. 2021 : 視覺藝術
年 鑑 = 2021 Technology and Art
Symbiosis Project Yearbook / 王學璟撰
文 ; 黃舒屏主編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
灣美術館, 11012 .-- 152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2-516-9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視覺藝術 2.CST: 數位藝術
3.CST: 年鑑 960.58
視覺傳達設計國際研討會暨基礎造
形 論 壇 論 文 集 . 2021 = International
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Visual
Communication Design & Basic Design
Forum collected papers .-- 初版 .-- 雲林
縣斗六市 :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
傳達設計系, 11101 .-- 41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25-8-9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視覺設計 2.CST: 視覺傳播
3.CST: 造形教育 4.CST: 文集 960.7
成熟可愛風!簡筆布置繽紛手帳&筆
記 / 島野真希作 ; 洪薇翻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
11102 .-- 12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7-747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平面設計 2.CST: 字體 3.CST:
筆記法 962
這世界充滿小怪獸 / 侯怡瑄(Yi Syuan)
作.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董又董影
藝工作室, 11101 .-- 50 面; 20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97-0-1 (平裝)
NT$450 .-- ISBN 978-626-95597-1-8 (精
裝) NT$550 普遍級
963.599
台灣設計人才調査報告. 2021 年 : 探
究台灣設計人才發展現況與未來 =
2021 Taiwan design talent report / 張基
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台灣設計研究院, 11012 .-- 72 面; 27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98-4-0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設計 2.CST: 人才 3.CST: 人力
資源調查 4.CST: 臺灣 964

25 公分 .-- (Solution ; 135) .-- ISBN 978986-408-770-9 (平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空間設計 2.CST: 室內設計
967

最強萌設計 : 熱門吉祥物 5 大 IP 畫
創作要點 / Sendpoints 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6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83-1-7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1.CST: 商品設計 2.CST: 商業美術
964

餐飲文化空間設計 / 劉蔓編著 .-- 修
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10-9 (平
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室內設計 2.CST: 空間設計
3.CST: 餐廳 967

中寮故事植物染 / 吳秋著 .-- 南投市 :
南投縣貓羅溪社區大學, 11101 .-- 2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899-2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染色技術 2.CST: 工藝美術
3.CST: 染料作物 966.6

作.椅子 : 親手打造優美舒適的手工
木椅 / 西川榮明著 ; 林麗秀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良品文化館出版 : 雅
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 160 面; 24 公分 .-- (手作良品 ; 97) .- ISBN 978-986-7627-43-8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椅 2.CST: 家具設計 3.CST: 木
工 967.5

(空間&尺度)室內設計基本數據參考
手冊 / 理想.宅編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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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0-60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室內設計 2.CST: 空間設計
967
日本建築師帶你 : 看懂世界魅力咖
啡館 / 加藤匡毅 Puddle 作 ; 陳令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4-03-8 (平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空間設計 2.CST: 室內設計
3.CST: 咖啡館 967
時尚家居配色大全 : 專業設計師必
備色彩全書,掌握流行色形成原理,實
務設計應用提案寶典 / 張昕婕作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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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8-769-3 ( 精 裝 )
NT$880 普遍級
1.CST: 室內設計 2.CST: 色彩學
967
設計師一定要懂的格局破解術 : 6 大
屋型平面動線大解析 / 漂亮家居編
輯部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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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0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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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藝采風 : 風城藝術玻璃作家協進
會藝術家聯展 = Glass art collection :
wind city art glass writers association
artist group exhibition / 新竹市風城藝
術玻璃作家協進會著 .-- 新竹市 : 新
竹市文化局, 11012 .-- 64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1-08-1 (平裝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琉璃工藝 2.CST: 作品集
968.1
倩竹迎光 : 竹塹玻璃協會藝術家聯
展 = The bright future, Hsinchu : joint
exhibition of Zhuqian Glass Art
Association / 新 竹 市 竹 塹 玻 璃 協 會
著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文化局, 11012 .- 64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1-07-4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玻璃工藝 2.CST: 作品集
968.1
輕鬆上手燒玻璃 : 微波窯爐玩小物.
釉藥上下彩篇 / 陳宗漢著 .-- 高雄市 :
琉創工園藝術玻璃推廣中心, 11012 .- 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13-0-8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玻璃工藝 968.1
琺瑯藝術入門 : 色彩與溫度的對話 =
The art of enameling : color and
temperature / 吳竟銍著 .-- 初版 .-- 新
竹縣竹北市 : 苔蘚文化有限公司,
11012 .-- 20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94-0-5 (平裝) NT$780 普遍級

1.CST: 琺瑯 2.CST: 陶瓷工藝

968.2

日本民藝與手工藝 / 生活圖鑑編輯
部著 ; 高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24 面; 18 公分 .- (美好生活提案 ; 2) .-- ISBN 978-6267044-19-3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工藝 2.CST: 手工藝
3.CST: 工藝美術 4.CST: 日本 969
農村巧藝 : 2022 商品集錄 / 陳俊言,
蘇文清主編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, 11101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100-42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民間工藝 2.CST: 商品化
969
閩臺民間美術 / 李豫閩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330 面; 23 公分 .-- (福建師範
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. 第七輯) .- ISBN 978-986-478-594-0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民間工藝美術 2.CST: 福建省
3.CST: 臺灣 969.9

技藝
學習花的構成技巧.色彩調和.構圖配
置 : 花藝設計基礎理論學 / 磯部健司
著 ; 唐靜羿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噴
泉文化館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發行, 11012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 (花之道 ; 48) .-- ISBN 978-986-992825-0 (精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花藝 971
寰宇萬象於花間 : 易經與花藝 / 黃燕
雀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古月出版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677-4-3 ( 平 裝 )
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花藝 3.CST: 中國
971.5
創造性舞蹈的啟蒙與體驗 : 「我」
的發現之旅 / 陳亞玫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485-6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舞蹈教育 2.CST: 創造思考教
學 976.03

蘭陵 40 : 演員實驗教室 = Lan Ling
40th : experimental actors studio / 金士
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塊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92 面; 24
公分 .-- (plus ; 15) .-- ISBN 978-62695332-7-5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蘭陵劇坊 2.CST: 劇場藝術
3.CST: 表演藝術 980.6
不眠狂想.劇場紀錄 / 狂想劇場統
籌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狂想劇場,
1101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17-0-5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劇場 2.CST: 劇場藝術 3.CST:
表演藝術 981
半島風聲誌 : <<半島風聲相放伴>>
耳朵劇場 / 屏東縣政府, 斜槓青年創
作體編輯策劃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屏
東縣政府, 11012 .-- 9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2-61-0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舞臺劇 2.CST: 民謠 3.CST: 有
聲圖書 982.61
歌仔戲音樂載體之研究(外二論) / 游
素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
社, 11101 .-- 548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家
戲曲研究叢書 ; 118) .-- ISBN 978-95736-1598-9 (平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歌仔戲 983.33
論客家採茶戲之劇藝風華與保存傳
習 / 蘇秀婷著 .-- 苗栗市 : 榮興工作
坊, 11012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91-0-7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傳統戲劇
983.34
推進電影研究. 1, 異雜與求精 / 王兵,
李明宇, 林克明, 陳斌全, 趙庭慧, 趙
錫彥, 劉永晧, 蔡明燁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赤道出版 : 恆河出版社發行,
1101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219-2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影 2.CST: 電影理論 3.CST:
文化研究 4.CST: 文集 987.07
閒尋舊蹤跡 : 華語文藝電影源流考 /
蒲鋒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(電影苑 ; F33) .-- ISBN 978-957-445973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
戲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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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電影史 2.CST: 影評 3.CST: 西
洋文學 4.CST: 中國 5.CST: 臺灣
987.09
動物感傷的清晨 : 劇照書 = In the
morning of la petit motte : still photo
book / 汪正翔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飛爾創意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8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54-0-5 (精
裝) 限制級
1.CST: 電影片 2.CST: 照片集
987.83
九十年代香港影畫回憶 / 列當度, 金
竟仔, 嘉安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3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731 (平裝) NT$270 普遍級
1.CST: 電影片 2.CST: 香港特別行政
區 987.92
孟婆客棧寫真書 = Tavern by the Lethe
/ 唐美雲歌仔戲團作 .-- 臺北市 : 水靈
文創有限公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6-7-2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電視劇 2.CST: 歌仔戲 3.CST:
照片集 989.2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
休閒旅遊概論 = Introduction to leisure
and travel / 顏建賢, 周玉娥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4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45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休閒產業 2.CST: 休閒活動
990
休閒遊憩概論 / 巫昌陽, 趙國斌, 黃振
紅, 王伯宇, 鄭峰茂, 王月鶯, 余尚恩,
張偉雄, 林子堯, 林玉婷, 廖清海, 黃
妍榛, 陳文錦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6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28-6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休閒活動 990
長短樹梁山堂拍面宋江陣 / 蕭惠齡,
余春瑩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後壁
區頂長社區發展協會, 11012 .-- 32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9-0-2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宋江陣 2.CST: 藝陣 3.CST: 歷
史 4.CST: 臺南市後壁區 991.87

觀光與休閒遊憩資源規劃 = Tourism,
leisure and recreation resources planning
/ 鍾溫凊, 曾秉希合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41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946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觀光行政 2.CST: 旅遊業管理
3.CST: 休閒活動 992.2
再凝望 : 戰後太平山 = Stare again :
postwar Taipingshan / 李瑞宗著 .-- 初
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行政院農業委
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, 11012 .- 27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0-23-3 (精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歷史 2.CST: 人文地理 3.CST:
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992.3833

- ISBN 978-986-5467-66-1 ( 平 裝 )
NT$150 普遍級
1.CST: 釣魚 2.CST: 指南 3.CST: 臺灣
993.71026
他不是人 : 最驚悚的推理遊戲 / 閻育
傑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資優生系列 ; 43) .-- ISBN 978986-453-161-5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益智遊戲 997
打怪西遊記. 2, 唐僧師徒大戰雷公電
母 / 董麗艷, 馬劍濤著 .-- 新北市 : 華
文精典, 1110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93-1-3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益智遊戲 997

沒有你,旅行怎麼可能有趣?顛覆對
導遊的想像 / 翁晟譯, 余怡臻, 秦雅如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鉑鑉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66-0-1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導遊 2.CST: 領隊 992.5

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/ Ahn Chi Hyeon
文 ; TeamKids 圖 ; 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144 面; 25 公分 .-- (Science
layton ; 4-) .-- ISBN 978-957-658-722-1
(第 5 冊: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益智遊戲 2.CST: 漫畫 997

領隊與導遊實務 / 張倩華, 趙曼白, 薛
正中, 韓德威, 周振雄, 陳智峰, 鍾任
榮, 李承峻, 楊琮泰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 4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827-9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領隊 2.CST: 導遊 992.5

將棋 : 看一眼學端攻 / 北尾圓(北尾
まどか)作 ; 吳冠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山角行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14 面;
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85-2-6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棋藝 997.19

翱翔九秩 : 慶祝上海商業儲蓄銀行
創立中國旅行社九十周年特刊 / 周
維沛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上
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, 11012 .- 3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3129-8-1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旅行社 2.CST: 歷史
992.5
臺灣高爾夫俱樂部 : 老淡水球場百
年風雲 / 謝德錫, 潘國明, 蘇文魁, 魏
玉珍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
台灣高爾夫俱樂部, 11012 .-- 355 面;
3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30-0-6 (精
裝) NT$3000 普遍級
1.CST: 高爾夫球 2.CST: 球場 3.CST:
新北市淡水區 993.52
臺灣友善釣魚指南 = Friendly angling
guide in Taiwan / 江欣潔, 郭庭瑜, 楊
政霖合著 .-- 高雄市 : 海洋委員會海
洋保育署, 11012 .-- 112 面; 19 公分 .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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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6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754 (第 23 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數學遊戲 997.6
荷西.路易斯的戰車模型製作技法.
Part 2, 冷戰時代的戰車 / 荷西.路易斯,
洛佩茲.魯伊斯作 ; FORTRESS 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9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2-90-7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模型 2.CST: 戰車 999
龍族傳說 : 高木アキノリ作品集+數
位造形技法書 = Dragon tale / 高木ア
キノリ作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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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706210-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模型 2.CST: 工藝美術 3.CST:
造型藝術 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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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式絕美香氛蠟燭與擴香 : 40 款大
豆蠟 X 花葉系擴香 X 擬真甜點蠟燭
/ 梁倩怡 Jenny 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21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94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蠟燭 2.CST: 勞作 999
圖解台灣懷舊雜貨 : 中小學生必讀
的台灣老故事 / 張信昌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圖解台灣 ; 29) .- ISBN 978-626-320-054-8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蒐藏品 2.CST: 社會生活
3.CST: 臺灣 999.2
我的收藏藝術 : 最神祕的圈子、最
昂貴的學習、最精彩的回報 / 許宗
煒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(Style ; 60) .-- ISBN 978-626-7041-79-6
(平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蒐藏 2.CST: 文集 999.207
袖珍屋の料理廚房 : 黏土作の迷你
人氣甜點&美食 Best 82 / ちょび子著 ;
簡子傑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96 面; 26 公
分 .-- (趣.手藝 ; 71) .-- ISBN 978-9579623-79-7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泥工遊玩 2.CST: 黏土 999.6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目錄
政府出版品
109 年度司法業務年報/司法院大法
官書記處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司
法院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9-08-2 (PDF) 普遍級
FaFaCASA 鋁製家具設計競賽成果專
刊. 2021/蕭家孟, 侯純純主編 .-- 臺中
市 : 臺中科大設計學院, 11012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398-53 (平裝) 普遍級
*Friendship/蔡宜彤, 張顗溱圖.文 .-臺中市 :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0-91-3 (PDF) 普遍級

Health Literacy Toolkit/author Health
Promotion Administration, Ministry of
Health and Welfare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健康署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9-77-1 (PDF) 普遍級
NCC performance report. 2020/National
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[編]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,
11012 .-- 3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69-2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Proceedings of the 6th symposium: the
ICTM study group on performing arts of
Southeast Asia/chief editors Patricia
Matusky, Felicidad A. Prudente .-- 臺南
市 : 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所,
11102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425-6-3 (平裝) 普遍級
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
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
(ICIII)/editors Jao-Hong Cheng, HungMing Chuang, Ming-Hsiung Hsiao,
Imam Baihaqi .-- 雲林縣 : 雲林科大,
11012 .-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25-9-6 (平裝) 普遍級
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
and health in Taiwan. 2011-2020: ten
years in pursuit of achievements/editor
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
Administration, Ministry of Labor .-- 新
北市 :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,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94-7 (平裝) 普遍級
U-start, youth star: 30 個構築世界的創
業夢想/李幼寅, 周君怡, 莊安華撰文;
李幼寅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
部青年發展署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0-95-1 (PDF) NT$300
普遍級
三 貂角至花 蓮港 / 海軍大氣海洋局
編 .-- 第八版 .-- 高雄市 : 海軍大氣海
洋局, 11012 .-- 面; 118X84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0-14-6 ( 全 開 單 張 )
NT$450 普遍級
大雨一直下 我家淹水了: 水利防災
易讀手冊/林益生, 林震哲, 陳惠玲, 李
芳君, 林渝晴編輯 .-- 臺北市 : 經濟部
水利署, 11012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3-264-8 (平裝) 普遍
級
大專校院彈性薪資法規彙編. 2021/周
麗芳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

彈薪辦公室, 11012 .-- 704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05-1 (平裝)
普遍級

英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平鎮區
公所, 11012 .-- 14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0-56-2 (平裝) 普遍級

*中華民國一 0 九年犯罪狀況及其分
析: 2020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/法務部
司法官學院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
務部司法官學院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43-78-8 (PDF) 普遍
級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
組織病理研討會專輯. 110 年度/許聰
文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農委會家
畜衛驗所, 11012 .-- 105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100-48-6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
少年小漁的尋寶奇航記/高玉瑄, 巫
金翰編輯 .-- 高雄市 : 農委會漁業署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0-37-0 (PDF) 普遍級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
臺中辦事處(原名總督府農商局食糧
部臺中事務所)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
成果報告書/王貞富, 呂姿儀著 .-- 初
版 .-- 彰 化 縣 : 農 糧 署 中 區 分 署 ,
11103 .-- 6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0-50-9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遍
級

戶政金八點/桃園市蘆竹區戶政事務
所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蘆竹
區戶政事務所, 11012 .-- 59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60-9 (平裝)
普遍級
文化資產關我什麼事?. 古蹟、歷史
建築篇/蔡雅萍撰作; 莊秀美總編輯 .- 桃園市 : 桃市文化局, 11012 .-- 5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53-1 (平
裝) 普遍級
由林成森/蔡明君, 陳湘汶, 蔡宛璇, 羅
浥薇薇撰稿; 賴依欣總編輯 .-- 嘉義
市 : 嘉義市立美術館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9-01-4 (PDF)
普遍級
光.動.禪: 劉白個展= Light.Zen.motion:
Echo Lew/吳慧芳, 楊貴雯執行編輯 .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市美術館,
11012 .-- 48 面; 23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5-68-1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印象.南海: 2021 南海劇場口述歷史
訪談暨影像紀錄/李順霖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館, 11012 .-- 6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0-94-4 (平
裝) 普遍級
守「戶」花漾人生/周瑺玫總編輯 .-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臺 中 市 民 政 局 ,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1-63-9 (平裝) 普遍級
安 平港至琉 球嶼 / 海軍大氣海洋局
編 .-- 第三版 .-- 高雄市 : 海軍大氣海
洋局, 11012 .-- 面; 118X84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0-15-3 ( 全 開 單 張 )
NT$450 普遍級
行俠仗義: 持續向前的桃園客家義民
祭= Taoyuan hakka yimin festival/丘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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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健康桌餐: 三好一巧料理食譜/
黃琬淇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南市衛生
局, 11012 .-- 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69-0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我要去外面住: 社區居住易讀手冊/
陳貞如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社家署, 11011 .-- 2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9-74-0 (平裝) 普遍
級
來 !學華 語 . 第二冊, 作業本 = Let's
learn Mandarin workbook. 2/孫懿芬, 曹
靜儀, 張家銘, 黃亭寧編寫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僑委會, 11103 .-- 8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76-0 (平裝)
NT$100 普遍級
坡地社區應用大尺寸模型驗證整合
型監測設備研究/郭治平研究主持;
鄧福宸, 陳宏燊共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78-8 (平裝) 普遍級
花蓮港至臺東/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.-第八版 .-- 高雄市 : 海軍大氣海洋局,
11012 .-- 面; 118X8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0-16-0 (全開單張) NT$450 普
遍級
花蓮縣推動讀經教育讀本(挑戰版)/
饒 忠 總 編 輯 .-- 花 蓮 縣 : 花 縣 府 ,
11101 .-- 11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9-60-7 (平裝) 普遍級
金門學概論/楊樹清, 陳炳容, 楊天厚,
江柏煒, 曾逸仁, 袁興言, 張梨慧, 余
泓麟, 李欣玫, 李曉君, 莊西進, 劉華

嶽, 馬祥祐作 .-- 金門縣 : 金門大學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872-7-7 (PDF) 普遍級
屏東好好玩: 屏東景點易讀手冊/ .-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12 .-- 2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60-3 (平裝)
普遍級
屏東美食好好吃: 屏東美食易讀手冊
/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012 .-- 2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62-7 (平
裝) 普遍級
屏東縣歷史建築內埔鄉謝氏宗祠修
復 工程工作 報告書 / 梁守誠計畫主
持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文化資產
保護所, 11012 .-- 341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2-71-9 ( 平 裝 )
NT$2500 普遍級
建築物同層排水系統設計及技術應
用之研究/羅時麒計畫主持; 廖婉茹
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
部建研所, 11012 .-- 23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56-77-1 (平裝) 普遍
級
建築物施工中防火避難與消防安全
對策及管理措施之研究/王榮進研究
主持; 紀人豪共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95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795 (平裝) 普遍級

陳柏宏, 黃琝戩, 黃瑞青, 盧琮林, 顏
瑞宏, 邊明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0-13-9
(PDF) 普遍級
食安管理與產業發展/廖啓成, 江舟
峰, 簡相堂, 陳樹功, 王秀育, 郭嘉信,
顧皓翔, 蔣育錚, 張正明, 傅偉光, 王
苑春, 費雯綺, 蔡永祥, 鄭揚凱, 譚偉
恩, 沈立言, 陳瀅太, 林哲安編著; 詹
富智, 王苑春, 林金源主編 .-- 臺中市 :
食品科 技產業 創新 教學推 動中心 ,
11101 .-- 37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57-7-8 (平裝) 普遍級
食品標示法規手冊/吳秀梅總編輯 .-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食藥署, 11012 .-60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79-5 (平裝) 普遍級
食品標示法規指引手冊/吳秀梅總編
輯 .-- 第五版 .-- 臺北市 : 食藥署,
11012 .-- 19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9-81-8 (平裝) 普遍級
食品標示問答集彙整手冊/吳秀梅總
編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食藥署,
11012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9-80-1 (平裝) 普遍級

國際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大會手
冊及論文摘要集. 第 26 屆= The 26th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
Management & Practice conference
brochure & abstracts/陳喻暄主編 .-- 初
版 .-- 雲林縣 : 雲林科大資訊管理系,
11012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02-2-6 (精裝) 普遍級
第十三號事件簿: 你所不知的十三行
/陳乙禎, 王韻涵, 陳亮伃, 許士庭編輯
小組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十三行博物
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2-77-2 (PDF) 普遍級
連江縣統計年報. 第二十三期. 中華
民國一 0 九年=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
of Lienchiang County 2020/連江縣政府
主 計 處 編 輯 .-- 連 江 縣 : 連 縣 府 ,
11012 .-- 50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8-61-3 (平裝) NT$660 普遍級
尋找臼地史: 延平鄉永康部落
sunungsung 部落誌/臺東縣延平鄉公
所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東縣 : 東縣延平
鄉公所, 11012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19-72-1 ( 平 裝 )
NT$100 普遍級
智慧建築續用評估方式及簡化之研
究/王安強研究主持; 陳振誠協同主
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
所, 11012 .-- 21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6-75-7 (平裝) 普遍級

建築資訊建模(BIM)開源及自由軟體
本土化評估及發展路徑規劃/鄭元良
研究主持; 賴朝俊協同主持 .-- 第 1
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 15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6-72-6 (平裝) 普遍級

島嶼習作: 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
行動紀實/林奕仁, 梁鎧麟, 王醒之, 鄭
珮宸, 陳姵君, 彭欣華, 蕭立妤, 郭正
平, 林巧湄, 陳玉苹, 唐淑惠, 劉家銘,
曾子郡, 金雯雯, 李瑞源, Apyang Imiq,
謝柏宇, 賴富庭, 郭怡棻, 周睦怡作 .-臺北市 : 人社實踐計畫辦公室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2-66-7 (PDF) 普遍級

故 事 南 檢 = About Taiwan Tainan
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/ 林 仲 斌 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地檢署,
11012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43-72-6 (平裝) 普遍級

海洋公民科學家報告書/柯勇全, 郭
庭瑜, 顏寧, 柯馨怡, 謝育哲, 陳亭瑋
編輯 .-- 高雄市 : 海保署, 11011 .-- 15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685 (平裝) 普遍級

稅藝驕點競賽活動暨租稅教育繪本
創作比賽作品輯/ .-- 臺中市 : 中市地
方稅務局, 11012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1-65-3 (平裝) 普遍
級

看見藏品裡的原民官: 故宮、臺博、
臺史博三館聯合特展導覽手冊=
Imaging indigene, han Taiwanese, and
royalty in collection: A NPM, NTM, and
NMTH joint exhibition/李子寧, 侯怡利,
陳玉秀, 蔡承豪, 童文娥, 蘇峯楠, 李
文 媛 作 .-- 臺 北 市 : 臺 灣 博 物 館 ,
11012 .-- 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520-6 (平裝) 普遍級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
育議題教學示例/周麗端, 唐先梅主
編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教 育 部 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106-013 (全套: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
微微刻一角你的夢作品集/李長蔚計
畫主持; 邵慶旺共同主持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藝大, 11012 .-- 4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74-3-2 (平裝)
普遍級

國內建築資訊建模(BIM)技術之機電
繪圖規範研究/陳建忠計畫主持; 湯
潔新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
內政部建研所, 11012 .-- 139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73-3 (平裝)
普遍級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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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北市消防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2-78-9 (PDF) 普遍級

軍事新聞論壇. 第九集/王聖輝, 呂冠
霖, 林志嘉, 林楷欣, 林瑋倫, 陳品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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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昌發: 交響曲<<創傷與療癒>>致
竹梅與菊蘭(總譜)/游昌發作曲 .-- 臺
中市 : 臺灣交響樂團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28-2 (PDF)
普遍級

道醫思想: 跨文化講座紀實/張意將,
李豐楙, 楊儒賓, 喻永生, 周成功, 胡

文郁, 郭育誠, 敖曼冠, 張百欽著 .-- 新
竹市 :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0-22-7
(EPUB) 普遍級
頑皮猴的釋迦遊樂園/王蕙瑄, 陳美
芬作; 劉美琪繪圖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
農委會農糧署, 11102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46-2 (精裝)
NT$300 普遍級
綠建築與建材碳揭露之可行性研究/
王榮進研究主持; 楊詩弘協同主持 .-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
11012 .-- 1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6-83-2 (平裝) 普遍級
臺中市歷史建築「臺灣省糧食局西
屯一號穀倉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/陳
柏年計畫主持; 陳智宏共同主持; 吳
嘉真, 孫仁鍵協同主持 .-- 第一版 .-臺中市 : 國產署中區分署, 11101 .-58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522-5 (平裝) NT$1200 普遍級
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: 那 10 年我們
一起走過的路/林德恩, 陳宛均, 林毅
倫, 陳昱凱, 蔡富安, 陳惇聿, 姚牧君,
鍾明光, 張仕緯, 莊庭瑞作; 鄭錫奇總
編輯 .-- 南投縣 :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
心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0-34-9 (平裝) 普遍級
蒜香米倉 紅焰莿桐/程惠如文; 孫嘉
鴻圖 .-- 雲林縣 : 雲縣府, 11012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430 (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600 普
遍級
點亮屏東農村趣/施馨婷, 宋美玲編
撰 .-- 臺南市 : 農委會水保局臺南分
局, 1101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0-38-7 (平裝) 普遍級
鵝 鑾鼻至高 雄港 / 海軍大氣海洋局
編 .-- 第十版 .-- 高雄市 : 海軍大氣海
洋局, 11012 .-- 面; 118X84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0-17-7 ( 全 開 單 張 )
NT$450 普遍級
關山鎮米國學校食農教育專輯/詹欽
翔, 彭衍芳撰文 .-- 臺東市 : 農委會臺
東農改場, 11012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100-25-7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鐵道文化常設展導覽手冊/古庭維主
編 .-- 臺北市 : 臺灣博物館, 1101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06-0
(PDF) 普遍級

鐵道 技手前畑 彥太郎的 攝影記 錄 :
「建主改從」時期的臺灣鐵道/蔡龍
保, 温文佑, 松葉隼, 陳家豪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博物館, 1101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09-1
(EPUB) 普遍級
聽 障 教 育 期 刊. 第 20 期= Hearing
imparied education. 20/樓威主編 .-- 臺
北市 : 北市教育局, 11012 .-- 4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73-9 (平裝)
普遍級
高瞻遠矚: 現代建築在臺灣實踐的見
證: 高而潘建築作品珠玉展/高而潘,
李乾朗, 徐明松, 黃健敏, 王俊雄撰
文 .-- 臺北市 : 臺灣博物館, 1101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08-4
(PDF) 普遍級
臺灣鐵道旅館 1908-1945 特展專書/
沈佳姍, 蔡龍保, 蔣朝根, 凌宗魁, 馮
佳福, 吳宗岳等作 .-- 臺北市 : 臺灣博
物館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507-7 (EPUB) 普遍級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程式設計實習總
複習測驗卷/林柏超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72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684 (平裝) 普遍級
(升科大四技二專)飲料實務 總複習
測驗卷/畢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00-4 (PDF)
普遍級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會計學 總複習測
驗卷/梁若涵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01-1 (PDF)
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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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61-5 (PDF)
普遍級
(升科大四技二專)電子學(含實習)總
複習測驗卷/杜雅棋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35-6 (平裝) 普遍級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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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42-4 (PDF)
普遍級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電工機械(含實習)
總複習測驗卷/高賦沅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 7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59-2 (平裝) 普遍級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英文閱讀與寫作
總複習測驗卷/吳熙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98-4 (PDF)
普遍級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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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844-8 (PDF) 普遍級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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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43-1 (PDF)
普遍級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機件原理 總複習
測驗卷/蔡忻芸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02-8 (PDF)
普遍級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國文 總複習測驗
卷/邱鉦倫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799-1 (PDF) 普遍級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機械基礎實習 總
複習測驗卷/何奕漢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03-5 (PDF)
普遍級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基本電學(含實習)
總複習測驗卷/陳新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20-2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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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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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04-2 (PDF)
普遍級

(升科大四技二專)餐飲服務技術 總
複習測驗卷/畢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797-7 (PDF)
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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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27-1 (PDF)
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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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45-5
(PDF) 普遍級
(司法特考)實務、案例一次整合!地
表 最 強 圖 解 刑 法 ( 含 概 要 )/ 禾 翔 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860-8 (PDF) 普遍級
(消防設備師士)消防設備士歷年試
題四合一超級詳解/洪玉編著 .-- 第七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 5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18-9 (平裝) 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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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46-2 (PDF)
普遍級
(高普考)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/
成宜, 德芬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3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37-0 (平裝)
普遍級
(高普考)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/
成宜, 德芬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840-0 (PDF) 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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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847-9 (PDF) 普遍級
(高普考)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
法總則/任穎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63-9 (PDF)
普遍級
(高普考)就業安全制度(含概要)/陳月
娥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64-6 (PDF) 普遍級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851-6 (PDF) 普遍級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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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48-6 (PDF)
普遍級

(鐵路特考)逼真!鐵路運輸學(含概要、
大意)模擬題庫+歷年試題/白崑成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10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62-2 (平裝) 普遍級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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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06-6 (PDF)
普遍級

108 版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.
III,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/董桂書, 莊
雪芳, 林利貞, 田依靜, 施芳斳, 劉翠
華, 陳婉茹, 林琬亭, 于小雅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2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434 (平裝) 普遍級

(國民營事業)主題式電路學高分題
庫/甄家灝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44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36-3 (平裝)
普遍級
(教甄教檢)素養導向: 幼兒園/國小/
中學教師檢定國語文能力測驗全真
模擬測驗/邱鉦倫編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30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349 (平裝) 普遍級

110 年高雄市清潔隊員甄試環保常識
題庫/鼎文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73-1 (PDF) 普遍級
111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.
公民與社會考科/余紫瑛著 .-- 新北
市 : 鴻漸文化, 11101 .-- 1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3-3-6 (平裝)
NT$180 普遍級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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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849-3 (PDF) 普遍級

111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.
化學考科/王宇, 邱天合著 .-- 新北市 :
鴻漸文化, 11101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869-8-2 ( 平 裝 )
NT$160 普遍級

(關務特考)關務英文/王英, 賴祖兒編
著 .-- 第二十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839-4 (PDF) 普遍級

111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.
生物考科/游夏, 曾為勝, 蔡任圃, 吳雅
嵐合著 .-- 新北市 : 鴻漸文化, 11101 .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69-9-9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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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05-9 (PDF)
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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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07-3 (PDF)
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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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50-9 (PDF)
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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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2

111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.
地理考科/徐明軒, 林全合著 .-- 新北
市 : 鴻漸文化, 11101 .-- 13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3-1-2 (平裝)
NT$170 普遍級
111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.
物理考科/林冠傑, 駱克, 許人聰, 莫旻,
連閔凱, 陳大量合著 .-- 新北市 : 鴻漸
文化, 1110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23-0-5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111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.
數學甲考科/王晴天, 偉賀鈞, 孟洋, 陳
宜廷, 簡子傑, 孫唯洺合著 .-- 新北市 :
鴻漸文化, 1110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869-7-5 ( 平 裝 )
NT$135 普遍級

111 升大學分科測驗歷屆試題總覽.
歷史考科/葉施平, 劉河北合著 .-- 新
北市 : 鴻漸文化, 11101 .-- 1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3-2-9 (平裝)
NT$170 普遍級
111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
(贏戰 108 課綱). 公民與社會考科/洪
驛, 陳栩, 許新妤精編 .-- 新北市 : 鶴
立, 11101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978-69-2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111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
(贏戰 108 課綱). 化學考科/江騏, 葉簡
捷, 陳世勇, 王昊, 莫旻精編 .-- 新北
市 : 鶴立, 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6978-71-5 ( 平 裝 )
NT$120 普遍級
111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
(贏戰 108 課綱). 生物考科/呂念宗, 何
瑋靜編著 .-- 新北市 : 鶴立, 11101 .-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97872-2 (平裝) NT$210 普遍級

師群, 陸冠奇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852-3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
勁, 邱鉦倫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857-8 (全套:平裝) 普遍
級

2022(電機運轉維護/電機修護)台電
招考課文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
鄭祥瑞, 陳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824-0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
2022 年地政士考照必備套書/許文昌,
許 恒 輔 作 .-- 臺 北 市 : 高 點 文 化 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9263 (全套:平裝) NT$2450 普遍級

2022(電機運轉維護/電機修護)台電
招考題庫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李
俊毅, 陸冠奇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858-5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2022(綜合行政人員)台電招考課文版
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成宜, 楊銘,
高芬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822-6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
2022 年高考地政必備套書/許恒輔,
許文昌, 林玉祥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928-7 (全套:平裝) NT$3860 普遍級
2022 年高考財稅行政必備套書/許恒
輔, 施敏, 蔡經緯, 鄭泓作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269-936-2 (全套: 平裝) NT$4170
普遍級
2022 年高考財經廉政必備套書/高凱,
嶺律師, 張海平, 路珈, 蔡經緯, 施敏,
薛 進 坤 作 .-- 臺 北 市 : 高 點 文 化 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9300 (全套:平裝) NT$4440 普遍級

111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
(贏戰 108 課綱). 地理考科/羅士豪, 林
建 , 林 翔 精 編 .-- 新 北 市 : 鶴 立 ,
1110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978-67-8 (平裝) NT$210 普遍級

2022(綜合行政人員)台電招考題庫版
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羅格思, 章庠,
楊銘, 陳金城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854-7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
111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
(贏戰 108 課綱). 物理考科/林冠傑, 林
靖, 翁育城精編 .-- 新北市 : 鶴立,
11101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978-70-8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
2022(儀電運轉維護)台電招考課文版
套書/高朋, 尚榜, 陳震, 陳新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8264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
2022 年普考一般行政必備套書/高凱,
嶺律師, 李蔚, 趙忠傑作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269-934-8 (全套: 平裝) NT$2530
普遍級

111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
(贏戰 108 課綱). 數學甲考科/簡子傑,
偉賀鈞, 王晴天, 陳宜廷精編 .-- 新北
市 : 鶴立, 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6978-66-1 ( 平 裝 )
NT$120 普遍級

2022(儀電運轉維護)台電招考題庫版
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甄家灝, 陸冠
奇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855-4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
2022 年普考人事行政必備套書/高凱,
路珈, 嶺律師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9324 (全套:平裝) NT$1930 普遍級

111 近十年升大學分科測驗解題王
(贏戰 108 課綱). 歷史考科/鄒臥龍, 黃
千嘉, 周漢蓓, 陳儒玉, 周晟鳴精編 .-新北市 : 鶴立, 11101 .-- 21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978-68-5 (平裝)
NT$210 普遍級

2022(機械運轉維護/機械修護)台電
招考課文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
曾禹童, 祝裕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825-7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
2022(配電線路維護)台電招考課文版
套書/高朋, 尚榜, 劉似蓉, 曾禹童, 陳
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823-3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
2022(機械運轉維護/機械修護)台電
招考題庫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千
華物理科名師群, 何曜辰編著 .-- 第
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8530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
2022(配電線路維護)台電招考題庫版
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芬, 千華物理科名

2022 中學類教師檢定全真模擬試題
套書(含新編 1140 題素養綜合題)/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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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高考經建行政必備套書/蔡經
緯, 顧律師, 程大器作 .-- 臺北市 : 高
點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269-933-1 (全套:平裝) NT$3280 普遍
級

2022 年普考地政必備套書/許恒輔,
許文昌, 林玉祥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927-0 (全套:平裝) NT$2710 普遍級
2022 年普考金融保險必備套書/蔡經
緯, 孫妙雪, 蔡瑞祥, 李慧虹作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69-935-5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2600 普遍級
2022 年普考財稅行政必備套書/施敏,
孫妙雪, 蔡瑞祥, 許恒輔作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269-937-9 (全套: 平裝) NT$2710
普遍級

2022 年普考財經廉政必備套書/蔡經
緯, 施敏, 嶺律師, 薛進坤, 路珈作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269-931-7 (全套:平裝)
NT$3190 普遍級
2022 年普考經建行政必備套書/蔡經
緯, 程大器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9294 (全套:平裝) NT$2680 普遍級
2022 國小教師檢定全真模擬試題套
書(含新編 1540 題素養綜合題)/舒淮,
舒暢, 邱鉦倫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856-1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3D 圖解土地登記實務/謝志昌編著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48-5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3D 圖解民法概要/謝志昌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59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423 (平裝) NT$620 普遍級
80/20 法則: 公司法 雄霸天下/蕭雄編
著 .-- 八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保 成 ,
11012 .-- 8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827-3 (平裝) NT$720 普遍級
A++聖經. 2022/米蘭老師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米蘭教育, 11102 .-- 5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67-5-5 (平
裝) NT$4000 普遍級
Bounce now(student's book)/by Julie
Kniveton, Angela Llanas .-- 高雄市 : 美
樂蒂文教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494-35-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494-36-0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494-37-7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494-38-4 (第 4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494-39-1 (第 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494-40-7
(第 6 冊:平裝) 普遍級
Essential
calculus(metric
version)/authors James Stewart, Daniel
Clegg, Saleem Watson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, 11103 .-880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06-4-8 (平裝) 普遍級
Essential
calculus:
early
transcendental(metric version)/authors
James Stewart, Daniel Clegg, Saleem
Watso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

商聖智學習, 11103 .-- 8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06-5-5 (平裝)
普遍級
e 通高中數學講義. 第二冊/林廷熹,
林廷樂編著 .-- 五版 .-- 高雄市 : 林廷
數學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840-3-2 (全套: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FPGA 可程式化邏輯設計實習: 使用
Verilog HDL 與 Xilinx Vivado/宋啟嘉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8-029-8 (PDF) 普遍級
GEPT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閱讀實戰
力 Level Up!(試題本+詳解本)/賴世雄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30-5-2 (PDF) 普遍級
KO 會考: 理化/地球科學講義(翰版).
國三下學期/杜昱, 江翊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 11101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9-27-5 (平
裝) NT$250 普遍級
Live Science: experiment log. 4/author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臺北市 : 希
伯崙公司, 11012 .-- 2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1-622-6 (平裝) 普遍
級
Peritoneal dialysis at a glance: learning
from cases/台灣腎臟醫學會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101 .- 18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3-06-1 (平裝) 普遍級
Rainbow explorers(teacher's guide).
4/writers Cindy Liber, Sinéad Jackson,
Scout Creso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
嘉仁, 11101 .-- 38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6-32-2 (活頁裝) 普遍級
Rainbow explorers. 4: student book. 1,
let's go shopping/writers Cindy Liber,
Sinéad Jackson, Shelby Scout Creson .-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3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230 (平裝) 普遍級
Rainbow explorers. 4: subject time &
STEAM week(teacher's guide)/wrtiters
Scout Creson, Sinéad Jackson .-- 1st ed. .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1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31-5 (活頁
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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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pic vocabulary. 2= 主題式看圖背單
字. 2/賴素如策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標竿出版社, 11101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8-5-0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Town musicians of Bremen: wee
talk!wee play! teacher's manual. purple
A/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.-- 臺
北市 : 佳音, 11012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48-921-3 (平裝) 普遍
級
Tree house(teacher's book). 8 part
one/writers Kyle J. Olsen, Duane E.
Jones, Keith Beckett .-- 1st ed. .-- 臺北
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86-28-5 (活頁裝) 普
遍級
Tree house(teacher's book). 8 part
two/writers Kyle J. Olsen, Duane E.
Jones, Keith Beckett .-- 1st ed. .-- 臺北
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29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86-29-2 (活頁裝) 普
遍級
一 本搞定國 考國文選 擇題 / 洪晏編
著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學 林 ,
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66-5 (平裝) NT$540 普遍級
*二人以下動力浮具訓練教材/蘇東
濤, 楊忠穎編撰 .-- 高雄市 : 翠柏林,
1101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897-60-4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人身保險行銷概要/呂珍, 陸益世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37-4 (平裝) 普遍級
人身風險管理概要/呂珍, 陸益世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10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38-1 (平裝) 普遍級
八週帶你讀政治學(概要)(公職三四
等)/林瑋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74-9 (平裝)
普遍級
八週帶你讀國文(公職三四等)/陳雲
飛編著 .-- 十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101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75-6 (平裝) 普遍
級

上榜模板法院組織法/康晞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12 .-- 46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610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土地利用法規/許文昌編著 .-- 19 版 .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5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24-9 (平
裝) NT$550 普遍級
土地登記論/許文昌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4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52-2 (平
裝) NT$580 普遍級
大數據考點直擊 企業管理(含管理
學)/藍天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
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101 .-- 89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8-105 (平裝) NT$780 普遍級
不動產租賃暨社會住宅相關法規彙
編/白宗益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讀
享數位文化, 11101 .-- 45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99-1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不動產經紀人(專業科目四合一)速
成總整理. 2022 年版/強登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46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19-9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不動產經紀人: 土地法及土地相關稅
法概要. 2022 年版/強登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12 .-- 4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07-6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不動產經紀人: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
概要. 2022 年版/強登編著 .-- 新北市 :
宏典文化, 11012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5-808-3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不動產經紀人金榜隨身典專業科目
四合一. 2022 年版/強登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77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21-2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不動產經紀人強登金榜寶典: 民法概
要. 2022 年版/強登編著 .-- 新北市 :
宏典文化, 11012 .-- 49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5-806-9 ( 平 裝 )
NT$530 普遍級
不 動產 經紀人 歷屆 題庫完全 攻略 .
2022 年版/強登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
文化, 11101 .-- 8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
978-986-275-820-5 (平裝) NT$680 普
遍級

- 3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104-7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
中級會計學/鄭泓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76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20-1 (下冊:
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
公共管理讀本. 111 版/文羿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528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96-5 (平
裝) NT$550 普遍級

中級會計學霸/鄭泓編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7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19-5 (下
冊: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
公務人員考試 企業管理大意/畢斯尼
斯編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12 .-- 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68-7 (平裝) 普遍級

中鋼招考 (員級機械類)專用 歷屆題
庫 4 合 1. 2022/宏典文化中鋼招考對
策研究小組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化, 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811-3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
升科大四技-學霸筆記: 觀光餐旅業
導論/陳泓旗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全華圖書, 11012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8-034-2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
中鋼招考 共同科目 速成總整理 2 合
1. 2022/宏典文化中鋼招考對策研究
小 組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宏 典 文 化 ,
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814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中鋼招考 員級機械類專業科目 速成
總整理 2 合 1. 2022/宏典文化中鋼招
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
典文化, 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5-815-1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互動式.憲法/呂晟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65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84-2 (平
裝) NT$610 普遍級
公民(國民營考試專用)/林茵編著 .-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12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89-7 (平裝) NT$630 普遍級

升科大四技: 國文統測全真試題 38/
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, 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40-3 (平裝) NT$120 普
遍級
升科大四技: 國文統測模擬金牌 50/
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, 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39-7 (平裝) NT$120 普
遍級
升科大四技: 飲料實務精華/呂永祥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101 .-- 33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47-2 (平裝) 普遍級
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經
濟學考衝懶人包/廖淑玲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 11012 .-- 22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2-35 (平裝) 普遍級

公民(鐵路二十三版)/洪明明編著 .-二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25-1 (EPUB) 普遍級

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素
養教學講義. IV/劉美君, 徐細娟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書,
11012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72-2-8 (平裝) 普遍級

公 民 速 解 ( 初 等 考 試 專 用 )/ 林 茵 編
著 .-- 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12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088-0 (平裝) NT$630 普
遍級

文化人類學: 104-110 年高考、地特
三 等歷屆試 題精解 / 必勝編輯小組
作 .-- 六 版 .-- 新 北 市 : 黃 怡 雅 ,
11012 .-- 14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23-8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
公民與社會/黃于玉, 鄭慧蘭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, 11101 .- 30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801-9 (平裝) 普遍級

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(含概要): 104110 年高普考、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
精解/必勝編輯小組作 .-- 六版 .-- 新
北市 : 黃怡雅, 11012 .-- 2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27-6 (平裝)
NT$750 普遍級

公共政策秒速記憶/程明編著 .-- 八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115

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: 104-110 年高
考、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/必勝編
輯小組作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黃怡雅,
11012 .-- 1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28-3 (平裝) NT$630 普遍級

主題式統計學精典歷屆申論題型解
題. 111 版/吳迪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
數位出版, 11012 .-- 600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3-080-4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
水利署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. 111 版/
郭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12 .-- 52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01-6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
台電雇員 共同科目 速成總整理 2 合
1. 2022/宏典文化台電招考對策研究
小 組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宏 典 文 化 ,
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812-0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
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/謝
承達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12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39-8 (平裝) 普遍
級
火災學概要(消防)/陸維良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46-6 (平裝) 普遍級
火災學概要(警察)/陸維良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47-3 (平裝) 普遍級
丙級化學學術科研讀範本/廖建治,
蔡永昌編著 .-- 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
科大圖書, 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3-398-3 (平裝) 普遍
級
丙級國貿業務學科題庫分類解析/先
優工作室編著 .-- 第 12 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12 .-- 18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393-8 (平裝)
普遍級
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
(Dreamweaver+PhotoImpact)
含
Photoshop/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.-五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102 .- 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396-9 (平裝) 普遍級
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
解析/張弘智編著 .-- 十二版 .-- 新北
市 : 科友, 11012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64-384-4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世界文化史(含概要): 104-110 年高普
考、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/必勝
編輯小組作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黃怡
雅, 11012 .-- 27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25-2 (平裝) NT$720 普
遍級

台電雇員 配電線路維護人員 歷屆題
庫 4 合 1. 2022/余訢, 簡捷, 曾正勝, 艾
理, 林錦村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101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810-6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台電雇員 配電線路維護人員專業科
目 速成總整理 2 合 1. 2022/宏典文化
台電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13-7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台電雇員 綜合行政人員專用 歷屆題
庫 5 合 1. 2022/余訢, 簡捷, 長威, 陳企
光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809-0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台電雇員 綜合行政人員專業科目 速
成總整理 2 合 1. 2022/伍迪, 楊鈞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5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168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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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55-8 (EPUB) 普遍
級
台電雇員綜合行政五合一題庫攻略/
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52-7 (EPUB)
普遍級
台電新進僱用人員綜合行政考前速
成題庫(國文、英文、行政學概要、
法律常識、企業管理概論). 111 版/李
楓, 顏弘, 陳翎, 鄭中基, 王毅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78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996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幼兒教育: 政策與課程革新/陳伯璋,
孫良誠, 盧美貴, 黃月美著 .-- 初版 .-116

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03-7 (PDF) 普遍級
本國文學概論(含概要): 104-110 年高
普考、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/必
勝編輯小組作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黃
怡雅, 11012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24-5 (平裝) NT$720 普
遍級
民法.民訴一試選擇題詳解/高點王牌
師資群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012 .-- 7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39-3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民法概要(司法)/羅揚編著 .-- 八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59-6
(EPUB) 普遍級
民法概要(鐵路)/羅揚編著 .-- 八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60-2
(EPUB) 普遍級
犯罪學(概要)/陳逸飛編著 .-- 七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89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18-8 (平
裝) NT$700 普遍級
生 活 大 發 現 ( 教 師 手 冊 )= Teacher's
guide/黃晨迪, 張雅婷, 楊婧作 .-- 臺北
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86-25-4 (平裝) 普遍
級
交通行政(大意)3 Point/林敏玄編著 .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101 .-- 6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07-8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企業管理/邵康編著 .-- 二十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6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44-2 (平
裝) 普遍級
企業管理(企業概論.管理學): 郵局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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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23-091-0 (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企業管理(企業概論.管理學): 鐵路特
考用/王毅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57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92-7 (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企業管理(管理學.企業概論): 雙 Q 歷
屆試題解析/吳俊, 吳江林編著 .-- 十

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12 .-- 58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85-9 (平裝) NT$67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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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27-5 (EPUB) 普遍級
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/Jango 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101 .-- 74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658 (平裝) NT$760 普遍級
刑法.刑訴一試選擇題詳解/高點王牌
師資群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101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53-9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1-78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73-6 (平
裝) NT$600 普遍級

老師解題: 行政法/郭羿編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版, 11012 .-- 7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78-08-2 (平裝) NT$680 普
遍級

*行政學(含概要)/太閣編 .-- 十四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2-58-8 (PDF) 普遍級

老師解題: 監獄行刑法概要(測驗題)/
霍華德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
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101 .-- 5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8-12-9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考前攻略分科測驗 12 週. 生物/高登,
南之喬編著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12 .-- 20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221-1 (平裝) NT$275 普遍級

刑法概要(司法)/陳毅弘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62-6
(EPUB) 普遍級

考科. II, 票據法/柯憲榮, 陳文傑編
著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12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41-1 (平裝) 普遍級

刑法概要(警察)/陳毅弘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63-3
(EPUB) 普遍級

自然 A 計畫. 2022/米蘭老師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米蘭教育, 11102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67-48 (平裝) NT$4000 普遍級

刑法總則透析/劉睿揚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38-6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
自然 B 計畫. 2022/米蘭老師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米蘭教育, 11102 .-- 3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67-31 (平裝) NT$2000 普遍級

地政士全科目 35 天速成/陳仕弘, 洪
正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資訊, 11101 .-- 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71-8 (平裝) 普遍級

自然科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3 下/翰林
作者群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41-4 (平裝) 普遍級

地政士專業科目題庫攻略/陳仕弘,
林實恭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101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90-72-5 (平裝) 普遍
級

自然科學作業簿. 3 下/翰林作者群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42-1 (平
裝) 普遍級

字根辭典 EE503/索引/張文忠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12 .-- 7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4-7-1 (平
裝) NT$100 普遍級
字彙即時通. Level 5(108 課綱適用)=
Easy access to vocabulary. Level 5/王祈
堯總編輯 .-- 修訂 1 版 .-- 臺北市 : 空
中美語文教, 11101 .-- 20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62-3 (平裝)
NT$330 普遍級
托育人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
術科突破/群英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群英出版, 11101 .-- 424

*行政法(含概要)/簡亞淇編 .-- 十五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66-3 (PDF)
NT$640 普遍級
行政法(概要)搶分小法典/廖震審
訂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61-9 (EPUB) 普遍級

行政學(概要)大意/程明編著 .-- 二十
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101 .-- 88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06-1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行政學: 最高分必讀測驗題庫攻略.
112 版/郭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12 .-- 86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095-8 ( 平 裝 )
NT$680 普遍級
行政學最加分選擇測驗全攻略. 112
版/陳翎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101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098-9 (平裝) NT$650 普
遍級
行政學概要(國營)/黃彥勳編著 .-- 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43-5 (平裝) 普遍級
行政學概要(國營)/黃彥勳編著 .-- 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64-0
(EPUB) 普遍級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(A 版). 第
六冊/吳秀蘭, 柴怡萱, 康恩寧, 楊慧君,
潘旻悧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102 .-- 187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496-5 (平裝) 普遍
級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6/何淑貞,
林美佑, 林麗容, 子明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2 .-- 2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750 (平裝) 普遍級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高階英
文閱讀與寫作練習. 下冊/Ian Clarke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
11012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2-85-8 (平裝) 普遍級

行政法概要(司特)/李由, 林實恭編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101 .-- 6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40-4 (平裝) 普遍級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高階英
語聽講練習. 下冊/Casey Malarcher 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2-84-1 (平裝) 普遍級

行政法題庫/尹力編著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720 面;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圖文編
排實習. 下/呂建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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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市 : 育才國際文化, 11101 .-- 24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2-6-8 (平
裝) 普遍級
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. 6/唐
婉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222-8 (平裝) NT$75 普遍
級
抉對選擇 行政法/林葉編著 .-- 十版 .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12 .-- 83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26-6 (平裝)
NT$720 普遍級
抉對選擇: 行政法/林葉編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版, 11012 .-- 8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78-11-2 (平裝) NT$720 普
遍級
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總整理/柳威
廷編著 .-- 第 33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
文化, 11101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824-3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沒自信的豬: 教學手冊(7-12 個月)/廖
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101 .-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37-4 (平裝) 普遍級
身分法爭點整理/HIRO 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101 .-- 48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64-1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事務管理概要(大意)/郭妍編著 .-- 十
五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51-0 (平裝) 普遍級
來勝基本法分科: 民法及其相關法規
(含勞社法)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.-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8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45-4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周易的四等刑法選擇題/周易編著 .-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,
11101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300-4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河馬醫生: 教學手冊(19-24 個月)/廖
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101 .-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750-9 (平裝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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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57-2 (EPUB) 普遍級
法學知識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12 .-- 544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90-31-2 (平裝) 普遍
級
法學知識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65-7 (EPUB) 普遍級
*法學知識與英文快易通/鼎文名師
群編 .-- 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2-56-4 (PDF) NT$720 普遍級
法學緒論/洪正, 李由編著 .-- 六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58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664 (平裝) 普遍級
*法學緒論(含法律常識)/胡劭安編 .-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79-3 (PDF)
普遍級
法學緒論(法律常識)/洪正, 劉力編
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101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48-0 (平裝) 普遍級
法學緒論(法律常識)搶分小法典/三
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440 面;
19X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497 (平裝) 普遍級
*物理解題金戰力/金戰著作 .-- 臺南
市 : 高元進階智庫, 11012 .-- 375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81-3-4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知識圖解: 公共政策解要/張楚編著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12 .-- 41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76-7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知識圖解: 奪標刑法概要測驗題庫完
全解析. 111 版/顏台大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525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72-9 (平
裝) NT$6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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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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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5-35-4 (PDF) 普遍級
社會工作管理/陳思緯編著 .-- 六版 .- 臺北市 : 考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5-36-1 (PDF) 普遍級
初等考: 破解公民. 112 版/陳萱, 欣怡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12 .-- 8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93-4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初等國文(包括公文格式用語)完全
攻略. 112 版/林嵩編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576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798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金融證照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通關
速成/陳金知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
文, 11101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80-9 (平裝) 普遍級
長期照顧服務概論/黃旐濤, 何慧英,
吳學治, 陳明富, 陳淑美, 陳碩菲, 陳
寶民, 張景泓, 張蕊仙, 黃穎楨, 楊孟
姍, 賴添福, 鄭涵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8-044-1 (PDF) 普遍級
信託業業務人員: 最新重點+試題解
析 速成總整理/劉憶娥編著 .-- 第 19
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64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229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俄國史/段昌國, 何萍編著 .-- 修訂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空大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70-9-5 (PDF)
普遍級
南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43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 i 學習. 自然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3-6 (平裝)
普遍級
南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6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980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 i 學習. 數學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97-3 (平裝)
普遍級
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36-9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11-6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35-2 (平裝)
普遍級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12-3 (平裝)
普遍級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6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10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9-314-7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. 6/陳凱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12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130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28-4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00-0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27-7 (平裝)
普遍級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99-7 (平裝)
普遍級
南版講義式評量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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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626-319-317-8 (平裝) 普遍級

11012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9-279-9 (平裝) 普遍級

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69-5 (平裝) 普遍級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3 下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05 (平裝) 普遍級

計算機概要/余強編著 .-- 14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7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50-8 (平裝)
NT$620 普遍級

*後中醫: 110 年歷屆試題詳解/高元
名師編輯 .-- 臺南市 : 高元進階智庫,
11012 .-- 30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81-2-7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
食品衛生學/魯葦編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30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092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
政治學(概要)/李蔚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62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22-5 (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
消 防與災害 防救法規 概要 / 廖震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101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45-9 (平裝) 普遍級

活用數學會考通. 6(H 版)/盧建民, 馬
國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建弘,
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42-2-7 (平裝) 普遍級

消費者行為(含概要)/王毅編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 29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102-3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
活用數學會考通. 6(K 版)/盧建民, 馬
國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建弘,
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42-1-0 (平裝) 普遍級

破 Point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解題書
應試完全攻略/顏台大編著 .-- 第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 5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090-3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
活用數學會考通. 6(N 版)/盧建民, 馬
國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建弘,
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42-0-3 (平裝) 普遍級
科技管理案例集/黃月桂編 .-- 初版 .- 苗栗縣 : 黃月桂, 11012 .-- 1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14-6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紅鶴爸爸: 教學手冊(13-18 個月)/廖
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101 .-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38-1 (平裝) 普遍級
*英文/周文蒂編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
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77-9 (PDF) 普遍級
英文(警察六版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
雲, 歐陽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28-2 (EPUB) 普遍
級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科學. 3 下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18-5 (平裝) 普遍級

英文(鐵路十九版)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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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26-8 (EPUB) 普遍
級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3 下
/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鼎 甲 文 教 ,

英文 30 天輕鬆破關/曾愷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119

素讀.公民/鳳晴,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
編著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10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85-9 (第 2 冊:平裝)
普遍級
航空氣象學/尉柏志編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254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054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財產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/權律
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41-6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高中化學複習週記: 探究與實作/陳
立偉, 江品佑, 王慧筠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晟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86-1-2 (平
裝) NT$120 普遍級
高中物理複習週記: 探究與實作/趙
振良, 陳沛皜, 林立婷, 呂健嘉, 劉几
華, 林欣達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晟
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586-0-5 ( 平 裝 )
NT$120 普遍級
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. 2/彭誠, 柏源
誠 作 .-- 臺 北 市 : 寰 宇 知 識 科 技 ,

11102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20-8-0 (平裝) 普遍級
*高考三級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=
Unit operation transport phenomena/荷
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
市 : 智遠文化教育, 11012 .-- 3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1-15-1 (平
裝) 普遍級
* 高 考 三 級 儀 器 分 析 聖 經 =
Instrumental analysis/荷澄化學, 黃瑞
翔作 .-- 第 3 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文化
教育, 11012 .-- 2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1-14-4 (平裝) 普遍級
高考公共政策精論: 個案分析與應用.
111 版/陳真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12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077-4 ( 平 裝 )
NT$620 普遍級

商事法一試選擇題詳解/高點王牌師
資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101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47-8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
國中資優數學= Top math for junior
high school/陳惠民編著 .-- 臺北市 : 博
志企業, 11012 .-- 200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00-1-1 (第 4 冊:平裝)
普遍級

國小自然科學自修. 3 下/翰林作者群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01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66-7 (平裝) 普遍級

國中數學科講義. 7 下/林佩綉, 駱果
欣 作 .-- 新 北 市 : 漪 欣 數 位 科 技 ,
11012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76-2-2 (平裝) NT$440 普遍級

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. 3 下/自然科
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49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565-0 (平裝) 普遍
級

*國文(作文、公文與測驗)/李杰編 .-十八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59-5 (PDF)
普遍級

國小實力評量. 自然科學. 3 下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1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60-5 (平裝) 普遍級

高血壓讓血壓降下來乾貨分享/胡大
一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101 .-- 2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79-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
國小數學自修. 3 下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540-7 (平裝) 普遍級

高普招考 英文/周文蒂編 .-- 十四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54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57-1 (平裝)
普遍級
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自然(康). 3 下/陳
央勻, 魏秀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奇鼎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9-31-2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
高普法學緒論主題式進階問題集: 測
驗題型/麥特.凌雲編著 .-- 第 5 版 .-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10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17-5 (平
裝) NT$700 普遍級
健康飲食: 蔬果創意料理/廖昱翔, 曹
舜為, 李義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101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462-7 (平裝) 普遍級
健康與護理速成手冊(108 課綱)/[啟
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]編輯小組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啟英文化, 11101 .-- 24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69-67 (平裝) 普遍級
動手玩思維. Book 1/永佳樂有限公司,
喬福麟, 李芷郁, 康莊, 江志堅, 許義
彪, 蔡孟成, 李黛苓, 林奕瑩, 杜佳琳,
林君維, 余雯翾作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
文化, 11101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65-9-5 (平裝) 普遍級
商事法/顧律師編著 .-- 17 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64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25-6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社會(南). 3 下/劉
慕依, 張亭婕, 李明俠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奇鼎, 11101 .-- 1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9-30-5 (平裝)
NT$200 普遍級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社會(康). 3 下/鄧
方, 蔡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
鼎, 11012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9-26-8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國語(南). 3 下/劉
珮昕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24-4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國語(翰). 3 下/許
子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23-7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數學(南). 3 下/蒔
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29-9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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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文(警察六版)/陳雲飛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32-9
(EPUB) 普遍級
國文(鐵路十九版)/陳雲飛編著 .-- 十
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24-4 (EPUB) 普遍級
國文 30 天輕鬆破關/晁瑋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 4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68-8 (平裝) 普遍級
國文閱讀饗宴(含寫作策略). 3 下/宋
怡慧, 呂淑玲, 吳建華, 李榮哲, 張榮
焜, 陳月卿, 曾萍萍, 鈕茹琳, 劉清蓮
編 撰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102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43-8 (平裝) 普遍級
*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(包括公文
格式用語). 111 版/江河編著 .-- 第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 38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074-3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(B 版).
地科. 3 下/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青鵬, 江
斐瑜, 李岱螢, 徐意雯, 張進福, 黃振
祐, 蔡宛芸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102 .-- 2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533-9 (平裝) 普遍級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(B 版).
理化. 3 下/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青鵬, 江
斐瑜, 李岱螢, 徐意雯, 張進福, 黃振
祐, 蔡宛芸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102 .-- 2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532-2 (平裝) 普遍級
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練習本. 3
下/丁珊珊, 方怡文, 江映瑩, 宋幸蕙,

林郁均, 林靜怡, 陳品傑, 陳敏雀, 蕭
道中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102 .-- 2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46-9 (平裝) 普遍級
國民中學社會地理練習本. 3 下/丁珊
珊, 方怡文, 江映瑩, 宋幸蕙, 林郁均,
林靜怡, 陳品傑, 陳敏雀, 蕭道中編
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2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544-5 (平裝) 普遍級
國民中學社會歷史練習本. 3 下/丁珊
珊, 方怡文, 江映瑩, 宋幸蕙, 林郁均,
林靜怡, 陳品傑, 陳敏雀, 蕭道中編
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2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545-2 (平裝) 普遍級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3 下(第六
冊)/林俊呈, 胡芷寧, 許智翔, 郭憲偉,
劉婉柔, 劉筱薇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102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761-5 (平裝) 普遍
級
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(C). 3 下/宋怡慧,
呂淑玲, 吳建華, 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
月卿, 曾萍萍, 鈕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- 8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54-4 (平
裝) 普遍級
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. 3 下/宋怡慧,
呂淑玲, 吳建華, 李榮哲, 張榮焜, 陳
月卿, 曾萍萍, 鈕茹琳, 劉清蓮編撰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- 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53-7 (平
裝) 普遍級
國考英文: 從 zero 到 hero: 破解單字
與必考題/黃百隆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49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08-5 (平
裝) NT$600 普遍級
國際刑事合作概論/柯慶忠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97-4 (PDF)
普遍級
*國際貿易實務/崔特編 .-- 六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55-7 (PDF) NT$480 普遍
級
*國營化工專業科目 A: 化工熱力學
與化學反應工程/荷澄化學, 黃瑞翔
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文化教

育, 11012 .-- 25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1-10-6 (平裝) 普遍級
*國營化工專業科目 B: 單元操作與
輸送現象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
2 版 .-- 臺 中 市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
11012 .-- 2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1-11-3 (平裝) 普遍級
*國營化學專業科目 B 分析化學與儀
器分析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文化教育, 11012 .- 29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1-13-7 (平裝) 普遍級

康版 i 學習數學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1-2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19-2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20-8 (平裝)
普遍級

國營事業考試 電子學題庫/徐梁棟
編 .-- 十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鼎 文 ,
11101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61-8 (平裝) 普遍級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05-5 (平裝) 普遍級

國營事業考試 電機(電工)機械題庫/
陳昭男編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101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63-2 (平裝) 普遍級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07-9 (平裝) 普遍級

國營事業考試 機械原理(機械概論、
常識、大意)題庫/王勝利編 .-- 十五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4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62-5 (平
裝) 普遍級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06-2 (平裝)
普遍級

國籍與戶政(戶籍)法規申論&測驗題
庫雙效解析/劉秀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12 .-- 64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075-0 (平
裝) NT$650 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公民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376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公民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38-3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6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031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自然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04-8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6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29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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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08-6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6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9-288-1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. 6/陳凱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74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32-1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31-4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21-5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23-9 (平裝) 普遍級

林, 1110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547-6 (平裝) 普遍級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6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22-2 (平裝)
普遍級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. 2/蔡豐謙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10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48-3 (平裝) 普遍級

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24-6 (平裝)
普遍級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(教師用). 2/翰
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52 面; 3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2-538-4 (平裝) 普遍
級
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26-0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296-6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25-3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95-9 (平裝)
普遍級
強登老師的不動產經紀人. 1, 不動產
估價概要. 2022 年版/強登編著 .-- 第
十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12 .-2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823-6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教 育 法 規 ( 初 等 考 試 專 用 )/ 羅 正 編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12 .-- 5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87-3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教 育 法 規 ( 教 師 考 試 專 用 )/ 羅 正 編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12 .-- 5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86-6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(教師用). 2/翰
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537-7 (平裝) 普遍
級
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. 2/翰林自然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101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36-0 (平裝) 普遍級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
2/蔡豐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公民與社會. 2/陳皓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12 .-- 10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29-2 (平
裝) 普遍級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地理. 2/藍冠麟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49-0 (平裝)
普遍級

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. 2/翰林教科書
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12 .-- 15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539-1 (平裝) 普遍級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英文. 2/鍾震亞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1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58-2 (平裝)
普遍級

清潔隊員招考 高雄市清潔隊員甄試
環保常識題庫. 110 年/鼎文名師群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64-9 (平裝) 普遍級

單一級食物製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
全攻略. 2022 最新版/冠勁工作室編
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12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28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
理財規劃人員 最新重點+試題解析
速成總整理/林冠秀編著 .-- 第 19 版 .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63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25-0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
就業服務乙級超強記憶攻略/林閔政
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
保成數位出版, 11101 .-- 4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8-09-9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
統計學/程大器編著 .-- 16 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5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49-2 (下冊:
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
普通生物學解題制霸/李時珍編著 .-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5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17-1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
統測致勝關鍵: 英文考前 18 週總複
習/王櫻珍, 方麗閔編著 .-- 修訂四
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 2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474-3 (平裝) 普遍級
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選修公民與社
會. II/徐千惠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102 .-- 149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84-2 (平裝)
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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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58-9 (EPUB) 普遍級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高中
歷史課堂講義. 二/黃君儀, 韓錦勒, 楊
子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101 .-- 1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7-70-7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
這 是一本法 學英文選 擇題 / 洸曦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101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297-7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這是一本憲法選擇題/庶民編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101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301-1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透明的刑法概要/張鏡榮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73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232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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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課堂
講義. 歷史. 1/陳菲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2-564-3 (平裝) 普遍
級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
授課指引. 第二冊/諸葛伶等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- 424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-738 (平裝) 普遍級
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
乙授課指引. 下冊/鄧聖懷, 黃淑華, 王
婷瑩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12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7-72-1 (平裝)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
甲授課指引. 下冊/鄧聖懷, 林家安, 王
婷瑩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12 .-- 2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7-71-4 (平裝) 普遍級
無敵自修. 高中數學. 2/林志強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2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506 (平裝) 普遍級
絕對高分 新日檢 N1 必考文法速成/
渡邊由里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69-0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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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1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30-760-8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菁英數學 500: 高中全國科學班 X 數
資班試題彙編(解析本)/趙文川, 黃加
欣 , 賴 維 平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12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759-2 (平裝) 普遍級
視覺傳達丙級檢定學科題庫解析=
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/育才工作
室編著 .-- 臺中市 : 育才國際文化,
11012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62-5-1 (平裝) 普遍級
*超人 60 天特攻本: 數位科技概論應
用(111 年統測適用)/薛博仁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55-1
(PDF) 普遍級
超級翰將國中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2/
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531-5 (平裝) 普遍
級
超級翰將國中自然講義. 2/翰林自然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101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30-8 (平裝) 普遍級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月曆透
視鏡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56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0-9 (平裝)
普遍級

11012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25-1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頂點佈
局的亮點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16 (平裝) 普遍級

進會考. 數學(康版). 國中一下/羽珊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奇 鼎 ,
11012 .-- 1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28-2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勝率設
計不簡單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47 (平裝) 普遍級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新數學
步道魔幻骰子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29-3 (平裝) 普遍級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圖形偵
探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2-3 (平裝)
普遍級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質數與
數學猜想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30 (平裝) 普遍級
超腦麥斯 STEAM 數學思維: 魔宮密
碼鎖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5-4 (平裝)
普遍級
超腦麥斯讀繪本玩數學: 文具王國/
洪雪芬, Lisa M.W.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36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85 (平裝) 普遍級
超腦麥斯讀繪本玩數學: 數字動物島
/洪雪芬, Lisa M.W.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8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78 (平裝) 普遍級
超腦麥斯讀繪本玩數學: 辮子公主/
洪雪芬, Lisa M.W.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京尼教育科技, 11012 .-- 44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7-361 (平裝) 普遍級
進會考. 國文(康版). 國中一下/何昀
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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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政三法/羅揚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4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67-1 (平
裝) 普遍級
郵政內勤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101 .-- 496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73-2 (平裝) 普遍
級
*郵政考試企業管理. 111 版/公孫策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12 .-- 7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78-1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演練/陳韋成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廣 懋 ,
11102 .-- 37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689-7-6 (平裝) 普遍級
微積分. Volume 1/蔡明耀(Ming Yao
Tsai) 作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印 書 館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4-94-5 (EPUB) 普遍級
微積分. Volume 2/蔡明耀(Ming Yao
Tsai) 作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印 書 館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4-95-2 (EPUB) 普遍級
微積分學習要訣/劉明昌編著 .-- 22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9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430 (平裝) NT$850 普遍級
愛娃的好朋友: 教學手冊(19-24 個
月)/廖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
11101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83-9-8 (平裝) 普遍級
新日檢 JLPT N4 合格模試: 最接近實
際日檢測驗!含逐題完整解析/アスク
出版編集部編; 曾修政譯 .-- 新北市 :
國際學村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4-200-0 (PDF) 普遍級
新日檢 JLPT N5 合格模試: 最接近實
際日檢測驗!含逐題完整解析/アスク
出版編集部編; 劉芳英譯 .-- 新北市 :
國際學村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4-201-7 (PDF) 普遍級

新制 New TOEIC 聽力閱讀搶分高手:
模擬試題 1200 題(試題本)/Ki Taek
Lee,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
Institut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化, 11101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93-3 (16K 平裝) 普遍級
新時代丙級室內配線(屋內線路裝修)
學術科研讀範本/鄧登木, 劉生武, 陳
永炎編著 .-- 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, 11012 .-- 19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394-5 (平裝) 普遍
級
新時代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
研讀攻略/連文乾, 廖明德, 張肇芳, 林
德全, 陳東日, 黃明進, 胡雅慧編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101 .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400-3 (平裝) 普遍級
新無敵自修. 自然. 2/陳俊宏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37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551 (平裝) 普遍級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(教師用). 2/翰
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104 面; 3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534-6 (平裝) 普遍
級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. 2/翰林自然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101 .-- 11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35-3 (平裝) 普遍級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
2/汪藍, 弗利曼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561-2 (平裝) 普遍
級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. 2/汪藍,
弗利曼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101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62-9 (平裝) 普遍級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(教師用). 2/陳
宗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101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52-0 (平裝) 普遍級
新無敵試題寶典. 數學. 2/陳宗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551-3 (平裝) 普遍級
會計學/三民會計學名師群編著 .-- 十
六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
11101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70-1 (平裝) 普遍級
會計學(概要) 最新重點整理 x 精選
考題. 2022 年版/劉憶娥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12 .-- 55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05-2 (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會計學概要/孫妙雪, 蔡瑞祥編著 .-24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21-8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資料結構/王致强編著 .-- 11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12 .-- 71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44-7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歷屆主題式題
庫(條列式重點+考題精解). 112 版/顏
台大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12 .-- 4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81-1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. 111 版/古正信,
鄭至焜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12 .-- 7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083-5 (平裝) NT$660 普
遍級
*電路學/曾昱誠編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
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67-0 (PDF) NT$580 普遍級
電機機械/胡阿火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8-030-4 (PDF) 普遍級
監獄學(概要)/陳逸飛 .-- 八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8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46-1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監獄學高分快取混合題庫 Q&A. 111
版/王皓強, 王薔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3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00-9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管理學 x 經濟學: 大滿貫/王毅, 徐喬
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101 .-- 5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103-0 (平裝) NT$650 普
遍級
精準制高中資優數學講義. 第 4 冊/朱
正 康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建 興 文 化 ,
11101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4-406-7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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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刑法有約解題趣. 分則篇/李允呈
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
11101 .-- 8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829-7 (平裝) NT$750 普遍級
與刑法有約解題趣. 總則篇/李允呈
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
11101 .-- 8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828-0 (平裝) NT$750 普遍級
製圖實習搶分秘笈. 下/陳兩達, 陳家
鋒, 張炳堯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旭營文化出版社, 11012 .-- 35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79-8-5 (平裝)
普遍級
銀行內控業務人員: 最新重點＋試題
解析速成總整理/林崇漢, 林彙桓編
著 .-- 第 18 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012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818-2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銀行招考 金融基測. 2022: 國文英文
最新題庫完全攻略/宏典文化銀行招
考/金融基測對策研究小組編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02-1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銀行招考 金融基測. 2022: 票據法(概
要)銀行法(概要)最新題庫完全攻略/
宏典文化銀行招考/金融基測對策研
究 小 組 編 .-- 新 北 市 : 宏 典 文 化 ,
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804-5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銀行招考 金融基測. 2022: 會計學(概
要)貨幣銀行學(概要)最新題庫完全
攻略/宏典文化銀行招考/金融基測對
策研究小組編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101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803-8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銀行招考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12 .-- 42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42-8 (平裝) 普遍
級
審計學(概要)/郭軍, 陳仁易編著 .-- 11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63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515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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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29-9 (EPUB) 普遍級

數學(B)30 天輕鬆破關/莫非編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34-3 (EPUB) 普遍級
數學(C)30 天輕鬆破關/郭傑編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23-7 (EPUB)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南版). 數學.
3/張永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028-6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康版). 數學.
3/張永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030-9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升級版)(適翰版). 數學.
3/張永, 南一數學領域教材編撰團隊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032-3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
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036-1 (平裝) NT$160 普遍級

縣府, 11012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64-1 (平裝) 普遍級

課堂輕鬆學(適康版). 自然. 3/黃玉明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035-4 (平裝) NT$160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: 三年級上
學 期 . 第 五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63-4 (平裝) 普遍級

課堂輕鬆學(適翰版). 自然. 3/南一自
然領域教材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
南億興業, 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30-038-5 ( 平 裝 )
NT$16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自然. 5/段清文,
李 其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 億 興 業 ,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39-2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英語. 3/李婕妤,
雷雅帆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26-2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英語. 5/莊艾薇,
雷雅帆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27-9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自然. 5/段清文,
李 其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 億 興 業 ,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34-7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
課堂輕鬆學(翰版). 數學. 5/張喬閔,
許連喜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33-0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
課堂輕鬆學(南版). 數學. 5/張喬閔,
許連喜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29-3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
*調查局特考化學鑑識組生物化學/
荷澄化學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 智
遠文化教育, 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81-12-0 (平裝) 普遍
級
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自然. 5/段清文,
李 其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 億 興 業 ,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37-8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英語. 3/黃筱寧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- 10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0-0248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英語. 5/Ching Shih,
黃筱寧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
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25-5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康版). 數學. 5/張喬閔,
許連喜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
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0-031-6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課堂輕鬆學(適南版). 自然. 3/黃玉明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 11012 .--

趣學 TOCFL 流利精通級詞彙/ .-- 新
北市 : 華測會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081-5-6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: 三年級下
學 期 . 第 六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66-5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: 三年級下
學 期 . 第 六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65-8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: 三年級上
學 期 . 第 五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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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: 四年級下
學 期 . 第 八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70-2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: 四年級下
學 期 . 第 八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69-6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: 四年級上
學 期 . 第 七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68-9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: 四年級上
學 期 . 第 七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67-2 (平裝) 普遍級
學士後中西醫 英文解析歷屆試題/張
文忠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
11012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56-0-3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學測生物嘿皮書(涵括各版本、綜合
總整理)/鄭雅文, 王偉丞編著 .-- 臺北
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12 .-- 15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36-1 (平
裝) NT$170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公民與社會/
劉彥廷, 楊博安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103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770-7 (平裝)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化學/江選毅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3 .-- 1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660 (平裝)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生物/羅尹廷,
蘇雨菁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3 .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767-7 (平裝)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地球科學/傅
志強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3 .--

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771-4 (平裝)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地理/王靖茹,
于惠, 藍冠麟, 莊則威編著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103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769-1 (平裝)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物理/高銘宏,
周柏遠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3 .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765-3 (平裝)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數學 A/梁勇能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3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639 (平裝)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數學 B/梁勇能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3 .-- 15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646 (平裝) 普遍級
學測週衝刺模擬題本. 歷史/羅門, 莊
思琴, 曾翊宸, 林宜萱, 楊智雯, 朱茂
欣, 蔡宗憲, 林家儀, 蔡秉恆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103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0-768-4 (平裝) 普遍
級
學測模考大神通/慕因(劉淑芬), 郭茵,
何合, 張力升, 李振瑋, 薛芳, 曾理, 許
祥 ,林元露, 季子欽編著 .-- 臺北市 :
華逵文教科技, 11012 .-- 4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35-4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憲法/李由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輔考資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56-5 (EPUB) 普遍
級
憲法.行政法一試選擇題詳解/高點王
牌師資群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
點文化, 11101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69-940-9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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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53-4 (EPUB) 普遍
級
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. 公
民與社會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0 版 .- 臺北市 : 薪橋, 11012 .-- 3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391-87-1 (平裝)
NT$340 普遍級

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. 化
學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6 版 .-- 臺北
市 : 薪橋, 11012 .-- 32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8391-86-4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. 生
物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5 版 .-- 臺北
市 : 薪橋, 11012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8391-85-7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. 地
理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4 版 .-- 臺北
市 : 薪橋, 11012 .-- 3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8391-84-0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. 物
理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6 版 .-- 臺北
市 : 薪橋, 11012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8391-83-3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. 數
學甲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6 版 .-- 臺
北市 : 薪橋, 11012 .-- 30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8391-82-6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. 歷
史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6 版 .-- 臺北
市 : 薪橋, 11012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8391-88-8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翰林版無敵筆記式自修高中英文. 2/
蔡任翔, 陳琪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101 .-- 352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557-5 (平裝) 普遍
級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6-7 (平裝)
普遍級
翰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2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98 (平裝) 普遍級
翰版 i 學習. 自然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90-4 (平裝)
普遍級
翰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2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338 (平裝) 普遍級
翰版 i 學習. 英語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34-5 (平裝)
普遍級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09-3 (平裝) 普遍級
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10-9 (平裝)
普遍級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291-1 (平裝) 普遍級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92-8 (平裝)
普遍級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(教師用).
2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 ,
1110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9-329-1 (平裝) 普遍級
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2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101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9-278-2 (平裝) 普遍級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. 2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307 (平裝) 普遍級

翰版良師數學講義. 2/陳凱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18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775 (平裝) 普遍級

翰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2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7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850 (平裝) 普遍級
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293-5 (平裝) 普遍級

翰版 i 學習. 地理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72 面; 30 公

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6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294-2 (平裝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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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01-7 (平裝) 普遍級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02-4 (平裝)
普遍級
翰版講義式評量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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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626-319-315-4 (平裝) 普遍級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科學. 3 下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12 .-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16-1 (平裝) 普遍級
餐旅群專業. 一, 30 天輕鬆破關: 觀光
餐旅業導論/陳佳妏, 大心, 辛晨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35-0 (EPUB) 普遍級
餐旅群專業. 二, 30 天輕鬆破關: 餐飲
服務技術、飲料實務/田俞心編著 .-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36-7 (EPUB) 普遍級
醫師國考試題詳解. 2021 年: 基礎醫
學/陳官徽, 楊珽凱, 楊閔傑, 丁于庭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, 11101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446-6 (平裝) 普遍級
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75-5 (平
裝) 普遍級

11012 .-- 4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44-9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
警專考試 警專國文(作文與測驗)/李
杰編 .-- 十八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12 .-- 5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70-0 (平裝) 普遍級

護理師先鋒: 產科護理學/王英, 朱英
著 .-- 十 一 版 .-- 臺 中 市 : 及 第 ,
11012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44-8-8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
警專考試 警專數學/吳啟昆編 .-- 十
八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5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717 (平裝) 普遍級

鐵路法概要(大意)/陳文欽編著 .-- 十
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50-3 (平裝) 普遍級

警專考試 警專歷史/何子炘編 .-- 十
七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58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656 (平裝) 普遍級

鐵路特考 鐡路英文/郭靖編 .-- 十四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4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76-2 (平
裝) 普遍級

*警專社會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
速解. 111 版/朱武, 顏弘, 吳迪, 劉傑,
賴泓, 林世川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12 .-- 848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097-2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
鐵路特考 鐵路公民/廖震編 .-- 十四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5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74-8 (平
裝) 普遍級

*警專歷史/何子炘編 .-- 十七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78-6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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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30-5 (EPUB) 普遍級
警察法規概要/程湘, 墨羲編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1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33-6
(EPUB) 普遍級

羅文的國考公民/羅文編著 .-- 八版 .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101 .-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302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
警察政策/紀傑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101 .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78-13-6 (平裝) NT$370 普遍級

藝術概論(含概要): 104-110 年高普考、
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/必勝編輯
小組作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黃怡雅,
11012 .-- 2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26-9 (平裝) NT$720 普遍級

贏戰關鍵 60 天. 公民與社會/廖翠雰,
陳昺泰, 于子芸, 李文正, 田單, 單媛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翰 林 ,
11101 .-- 3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63-6 (平裝) 普遍級

*關務英文/王文充編 .-- 十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60-1 (PDF) 普遍級

贏戰關鍵 60 天. 地理/尹齊邦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36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568 (平裝) 普遍級

警專考試 警專地理/林新編 .-- 十七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53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72-4 (平
裝) 普遍級
警專考試 警專英文/郭靖編 .-- 十八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550 面;

贏戰關鍵 60 天. 歷史/楊智盛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1 .-- 3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5599 (平裝) 普遍級
護理師先鋒: 兒科護裡學/王英, 朱英
著 .-- 十 一 版 .-- 臺 中 市 : 及 第 ,
127

鐵路特考: 破解公民. 112 版/陳萱, 欣
怡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12 .-- 8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094-1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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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54-1 (EPUB) 普遍級
鐵路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. 111 版/古
正信, 鄭至焜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12 .-- 70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082-8 ( 平 裝 )
NT$680 普遍級

兒童讀物
100 顆 種 子 / 伊 莎 貝 . 明 霍 斯 . 馬 汀
(Isabel Minhós Martins)文; 河野雅拉
(Yara Kono)圖; 歐玲瀞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74-5 (PDF)
普遍級
10 隻小青蛙冬眠/間所壽子文; 仲川
道子圖; 王孆萱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局, 11101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862-1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0 隻小青蛙去海邊/間所壽子文; 仲
川道子圖; 王孆萱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
書局, 11101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863-8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
10 隻小青蛙的運動會/間所壽子文;
仲川道子圖; 王孆萱譯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101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91-864-5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0 隻小青蛙春天來囉!/間所壽子文;
仲川道子圖; 王孆萱譯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101 .-- 32 面; 23X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91-865-2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23/人類文化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
人類, 11012 .-- 2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71-19-9 (精裝) NT$140 普
遍級
123 躲貓貓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1 .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222-5 (平裝) 普遍級
12 歲之前一定要學系列. 2/花丸學習
會作; 伊之文,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熊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7050-56-9 (全套: 平裝) NT$2100
普遍級
1 分鐘看地球: 全球兒童瘋迷、5 億
人搶著看的 STEAM 科學動畫書/地
球一分鐘(Minuteearth)作; 王季蘭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65-9
(PDF) 普遍級
1 分鐘看地球: 全球兒童瘋迷、5 億
人搶著看的 STEAM 科學動畫書/地
球一分鐘(Minuteearth)作; 王季蘭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66-6
(EPUB) 普遍級
3 分鐘床邊故事寶盒/Jacobs, Grimm
Brothers, Andersen, Aesop 作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7071-36-6 (全套:精裝附光碟片)
NT$1000 普遍級
A rainy day/written by Keith Beckett;
illustrated by TORO .-- 2nd ed. .-- 臺北
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- 16 面; 23X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37-7 (平裝)
普遍級
Amy and Hannah/written by Keith
Beckett; illustrated by eumi .-- 2nd ed. .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- 16 面;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360 (平裝) 普遍級

Buddy English. vol 17, summer camp=
美語巴弟. 第十七冊, 夏令營/國語週
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國語週刊文化, 11101 .- 3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5-2-4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29-8 (精裝)
NT$350 普遍級

Bumblebee readers(big reader). 5/writer
Sinéad Jackson; illustrator Explorer
Studio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101 .-- 32 面; 42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6-24-7 (平裝) 普遍級

Super Santa/written by Jessie Shao, Keith
Beckett;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- 16 面;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407 (平裝) 普遍級

Busy,busy,busy!/written
by
Keith
Beckett; illustrated by Gina Lee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- 16 面;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414 (平裝) 普遍級

The Book of Shihsanhang Secrets/ .-- 新
北市 : 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79-6
(PDF) 普遍級

Charlotte: Noel helps Christmas come
sooner/Silvia Tabor 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速熊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37-1-1 (PDF) NT$200
普遍級
Go for English: shapes= 全國兒童美語:
形狀大集合/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編著 .-- 臺北市 : 全國文化, 11103 .-39 面; 24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07-1-5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I can read pocket books. 2/author
Catherine Eisele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凱撒琳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506-239-2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Miners of the fifth moon/by Herbert
Puchta, Gavin Biggs; illustrated by Fabio
Sardo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12 .-- 36 面;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628 (平裝) 普遍級
Princess Lucy's schedule/written by
Jessie Shao, Keith Beckett; illustrated by
Jojo Studio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
仁, 11103 .-- 16 面; 23X24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6-42-1 (平裝) 普遍
級
Red riding hood/retold by Catherine
Eisele, Beat Eisele; Illustrated by
Valentina Belloni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敦煌, 11101 .-- 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06-965-9 (精裝) .-- ISBN 978957-606-966-6 (精裝附光碟片) 普遍
級
SOS 人體大探險/徐喜周著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12 .-- 48 面; 23X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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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S 恐龍歷險記/廉脀叔著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12 .-- 48 面; 23X24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30-4 (精裝)
NT$350 普遍級

The collectors/written by Dawnine K.
Clews, Keith Beckett; illustrated by Bart
Chang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103 .-- 1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6-39-1 (平裝) 普遍級
The queen's party/written by Keith
Beckett;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 .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16 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6-34-6 (平裝) 普遍級
The Saturday picnic/written by Dawnine
K. Clews, Keith Beckett; illustrated by
Explorer Studio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103 .-- 16 面; 23X24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86-35-3 (平裝) 普遍
級
The Smiths/written by Keith Beckett;
illustrated by Yen-Chen Hou .-- 2nd ed. .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- 16 面;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438 (平裝) 普遍級
The thirsty magpies/written by Keith
Beckett;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 .-- 2nd
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- 16 面;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384 (平裝) 普遍級
「小學生的科學探索」系列. 生物篇
/蘿拉.貝克(Laura Baker)著; 蕭秀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24-3
(EPUB) 普遍級
「小學生的科學探索」系列. 數學篇
/琳.哈金斯-庫柏(Lynn Huggins-Cooper)
著; 蕭秀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
周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25-0 (EPUB) 普遍級
ㄅㄆㄇ/人類文化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12 .-- 24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1-18-2 ( 精 裝 )
NT$140 普遍級
ㄅㄆㄇ躲貓貓/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1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20-1 (平裝) 普遍級
ㄅㄆㄇ躲貓貓閱讀本/康軒幼教編輯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1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21-8 (平裝) 普遍級
一起唱兒歌: 生活大發現/黃晨迪主
編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- 28 面;
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261 (平裝) 普遍級
一粒種籽(初心版)/劉旭恭文.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, 11101 .-- 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295-6 (精
裝) NT$320 普遍級
又見寒煙壺/鄭宗弦著; 吳嘉鴻圖 .-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91-9
(PDF) 普遍級
三隻小熊/拜倫.巴頓(Byron Barton)文.
圖; 張麗雪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上
誼文化, 11012 .-- 32 面; 14X14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62-730-8 ( 精 裝 )
NT$200 普遍級
口罩森林隊/石晏如文; 胡琪琪圖 .-初版二刷 .-- 高雄市 : 愛智, 11012 .-28 面; 38X3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08-581-9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小小星光馬戲團/蕭珮作; 黃正龍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60-7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小年獸出任務/蠟筆哥哥文; 郭建成
Raph.K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831-0 (PDF) 普遍級
小年獸出任務/蠟筆哥哥文; 郭建成
Raph.K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832-7 (EPUB) 普遍級
小年獸出任務/蠟筆哥哥作.朗讀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約 15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13-3

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99 .-- ISBN
978-957-13-9914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99 普遍級
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. 3, 冬日篇: 雪
人融化了/凱蒂.柯本斯(Katie Coppens)
文; 荷莉.哈塔姆(Holly Hatam)圖; 劉
握瑜譯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45-4
(EPUB) NT$280 普遍級
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. 4, 春日篇: 世
界地球日/凱蒂.柯本斯(Katie Coppens)
文; 荷莉.哈塔姆(Holly Hatam), 安娜.
奧喬亞(Ana Ochoa)圖; 劉握瑜譯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305-146-1
(EPUB)
NT$280 普遍級
小乖熊的彩虹草原/哈娜果作; 翁昭
華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45-4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小流星大冒險/王華作; 廖麗洳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41-6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小倫的好朋友/齊樂樂作; 翁昭華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48-5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小獅子愛畫畫/沐螢文; 森熊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- 33
面; 26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72-0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小豬的星星金幣/月亮喵喵作; 高智
能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44-7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32-5
(EPUB) 普遍級
小瓢蟲班班/亞喬作; 水母姊姊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61-4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小貓咪上學去/哈娜果作; 廖麗洳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47-8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小鯨魚學唱歌/哈娜果作; 侯育希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43-0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不行不行,那個不能碰!: 孩子的居家
安全守則/李柔姃(이유정)作; 朴貞勳
(하의정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88-7 (PDF) 普遍級
不行不行,那個不能碰!: 孩子的居家
安全守則/李柔姃(이유정)作; 朴貞勳
(하의정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96-2 (EPUB) 普遍
級
公主的 10 層樓城堡/野花遙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- 36
面; 25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73-7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太喜歡歷史了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
7, 兩宋/知中編委會作 .-- 新北市 : 字
畝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69-38-7 (EPUB) 普遍級

小器鬼的特效藥/亞喬作: 豆子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49-2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
*心的溫暖魔法/莊諺涵, 張育翎故事
編寫; 莊諺涵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張育翎, 11012 .-- 5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606-1 ( 平 裝 )
NT$380 .-- ISBN 978-957-43-9616-0 (精
裝) NT$48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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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字畝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31-8 (PDF)
普遍級

心情密碼: 爸媽要分手,我該怎麼辦?/
白麗芳, 李惠娟, 廖致萱, 吳欣儒, 陳
令英, 梁紫庭, 李茜如編輯 .-- 第 1 版 .- 臺北市 : 兒童福利聯盟, 11012 .-- 44
面 ; 30X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5886-9-0 (平裝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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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字畝文化, 11102 .-- 面;

戶外活動= Outdoor activities/余韋德
圖;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2 .--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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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5-12 (平裝) 普遍級
比比愛生氣/豪小喵作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, 11101 .-- 36 面; 23X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33-5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卡特麗娜的影子/陶綺彤作; ㄚ暖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50-8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: 冬 日 仙 境 /Sam
Taplin 作; Federica Iossa 插畫; 廖佳儀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
11101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3-55-7 (精裝) NT$600 普
遍級
叮 叮 咚 咚 音 樂 會 : 耶 誕 頌 歌 /Sam
Taplin 作; Violeta Dabija 插圖; ; 廖佳
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
11101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3-56-4 (精裝) NT$600 普
遍級
叮叮咚咚音樂會: 睡眠交響曲演奏
囉!/Sam Taplin 作; Polly Noakes 插畫;
廖佳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, 11101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3-54-0 ( 精 裝 )
NT$600 普遍級
巨 人 巨人 不 要來 !/ 郭桂玲 作 ; ㄚ暖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57-7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生活實用語言會話/小牛津編輯團隊
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
文化, 11012 .-- 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55-0-5 (平裝) 普遍級
生 氣 的 書 !/ 塞 得 里 克 . 哈 瑪 迪 耶
(Cédric Ramadier) 文 ; 文 森 . 布 爾 喬
(Vincent Bourgeau)圖; 楊喬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 11012 .-- 18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353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立 體博物館 系列套 書 / 陳嘉芬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38-154 (全套:精裝) NT$1139 普遍級
如果山知道/黃惠鈴著; 王淑慧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403-9 (PDF)
普遍級

如 果 你 坐 得 歪 七 扭 八 = 삐뚜로
앉으면?/李侖姬文字; 孫智熙圖畫; 蔡
佳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102 .-- 32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22-8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安雅的禮物/石晏如文; 崔麗君圖 .-初版二刷 .-- 高雄市 : 愛智, 11012 .-24 面; 38X3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08-582-6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年糕奶奶@便便變⚡️. 1, 追查放屁凶
手/姜孝美作; 金鵡妍繪; 林建豪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55-0
(PDF) 普遍級
年糕奶奶@便便變⚡️. 1, 追查放屁凶
手/姜孝美作; 金鵡妍繪; 林建豪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56-7
(EPUB) 普遍級
年糕奶奶@便便變⚡️⚡️. 2, 網紅排
行榜的祕密/姜孝美作; 金鵡妍繪; 林
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657-4 (PDF) 普遍級
年糕奶奶@便便變⚡️⚡️. 2, 網紅排
行榜的祕密/姜孝美作; 金鵡妍繪; 林
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658-1 (EPUB) 普遍級
自信小達人= Petit fier/娜汀妮.布朗柯斯姆(Nadine Brun-Cosme)作; 瑪莉
詠.柯可里克(Marion Cocklico)繪; 王
卉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8 .-- 14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26-3 (精裝) 普遍級
你愛吃什麼?/彭閔熙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, 11012 .-- 24 面; 20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21-2 (精裝)
普遍級
你會便便嗎?/ 新井洋行作; 王孆萱
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- 24
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74-4 (精裝) NT$220 普遍級
別鬧了!小刺蝟/王華作; 陳昭如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55-3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快樂小寶貝= Petite joie/娜汀妮.布朗柯斯姆(Nadine Brun-Cosme)作; 瑪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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詠.柯可里克(Marion Cocklico)繪; 王
卉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8 .-- 14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24-9 (精裝) 普遍級
我不再膽小了/張羽彤作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人類, 11101 .-- 36 面; 23X24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32-8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我不舒服: 疼痛表達/歐淑媛故事編
撰 .-- 臺 北 市 : 惟 生 醫 學 基 金 會 ,
1101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21-1-4 (平裝) 普遍級
我和我的朋友= Me and my friend/余
韋德圖;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2 .-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52-9 (平裝) 普遍級
我和我的家庭= Me and my home/余韋
德圖;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2 .-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53-6 (平裝) 普遍級
我的小小祕密練習本/禾流編輯團隊
作; 陳沛奇插畫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禾流文創, 11101 .-- 20 面; 15X1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53-3 (平裝)
NT$199 普遍級
我的神奇身體: 手指按按點讀知識百
科有聲書(中英雙語)/啟蒙星球團隊
編.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幼福文化,
11103 .-- 2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43-803-9 (精裝) NT$790 普遍級
我的第一本桌遊/格薇文.圖; 何俊宏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,
11106 .-- 10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6-58-5 (精裝) NT$499 普
遍級
我的第一本觸控點讀有聲書:
ABC/Fun House 師資團隊策劃 .-- 修
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,
11105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5-53-7 (精裝) NT$860 普遍級
我的第一本觸控點讀有聲書: 學前認
知/Fun House 師資團隊策劃 .-- 修訂
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双 美 生 活 文 創 ,
11105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5-54-4 (精裝) NT$860 普遍級
我的菜市場/李郁棻著; 劉彤渲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400-8 (PDF)
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77-6
(PDF) 普遍級

我還不想睡!/孫薇雲文; 謝宛庭圖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2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71-3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
那一年,我們一起守護海洋= The year
we protected the ocean together/張錦霞,
陳柏汝, 陳盈材, 林冠智, 李苡瑄, 洪
歆媛, 許雅庭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
野柳國小, 11012 .-- 44 面; 21X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86-4 (精裝)
NT$300 普遍級

找到快樂的國王/張羽彤作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人類, 11101 .-- 36 面; 23X24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31-1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沒 有 城 堡 的 公 主 / 溫 小 平 文 ; cincin
chang 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9-254-1 (PDF) 普遍級
沒問題,我來想辦法/羅麗.萊特(Laurie
Wright)作; 安納.聖多斯(Ana Santos)繪;
陳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674-0 (PDF) 普遍級
沒問題,我來想辦法/羅麗.萊特(Laurie
Wright)作; 安納.聖多斯(Ana Santos)繪;
陳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682-5 (EPUB) 普遍級
豆豆牛和小粒豬/秋山匡圖.文; 王孆
萱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66-9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豆豆牛和豆奶奶/秋山匡圖.文; 王孆
萱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67-6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豆豆牛的爸爸/秋山匡圖.文; 王孆萱
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- 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683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豆豆牛的媽媽/秋山匡圖.文; 王孆萱
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- 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690 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走失了,怎麼辦?/蠟筆哥哥作.朗讀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約 15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11-9
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99 .-- ISBN
978-957-13-9912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99 普遍級
身體的界線: 兒童自我保護繪本/詹
妮.桑德斯(Jayneen Sanders)文; 莎拉.
詹寧斯(Sarah Jennings)圖; 劉淑雯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102 .-

兒童自我保護繪本: 我不吃不對的食
物= 맛있는데 왜 안돼/吳珠英文; 李
仁化圖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102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67-2 ( 精 裝 )
NT$320 普遍級
兒童自我保護繪本: 我不亂碰危險物
品= 안돼 안돼 다치면 안돼!/李柔姃
文; 朴貞勳圖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2 .-- 48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65-8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兒童自我保護繪本: 我不輕易相信陌
生人= 안녕히 다녀왔습니다/鄭玟至
文; 徐譿眞圖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2 .-- 48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69-6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兒童自我保護繪本: 我不讓病毒入侵
身體= 건강하게 자라요/崔允禎文;
河宜廷圖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102 .-- 48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66-5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兒童自我保護繪本: 我會照顧自己的
傷口= 삐뽀삐뽀 어린이 응급 구조대/
李金姬文; 朱世榮圖; 林建豪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2 .-- 48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689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兒童創意思考五十問: 創意,有方法
可以學習嗎?/沙永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天衛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90-554-6 (EPUB) 普遍
級
呸呸小壞蛋/薇若妮作; 古依平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56-0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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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文妙語童話小鎮. 2, 錯別字商店街
/謝鴻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3-75-2 (PDF) 普遍級
奇怪的陌生人,走開!: 孩子的人身安
全守則/鄭玟至(정민지)作; 徐譿眞
(서혜진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89-4 (PDF) 普遍級
奇怪的陌生人,走開!: 孩子的人身安
全守則/鄭玟至(정민지)作; 徐譿眞
(서혜진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97-9 (EPUB) 普遍
級
怪獸巴士/五十嵐大介作; 黃鴻硯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102 .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83-3 (精裝) 普遍級
怪獸牙醫診所. 3, 逃出可怕的餅乾城
堡!有益牙齒的食物/金載成著; 白明
植繪; 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双美生活文創, 11102 .-- 48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55-1 (精裝)
普遍級
拂曉: 樹林裡的歌聲/國立臺南大學
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師生文.圖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大學附小, 11012 .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32-3-5 (精裝) NT$200 普遍級
炊粿慶團圓/鄭宗弦文; 陳奕喬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 11012 .-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622-8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虎姑婆/容兒文字; 桃子&阿喵繪圖 .-新北市 : 人類, 11102 .-- 36 面; 23X24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22-9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阿里山姊妹潭/邵正宏文字; 蘇偉宇
繪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102 .-- 36 面;
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236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阿 美 族 豐 年 祭 與 海 祭 = o ilisin ato
milads no pangch/涂宜茜, 張藟瀠, 吳
家萱, 戴睿信, 陳薏媗, 王家瑜, 呂卓
謙, 莊于萱, 陳柏安, 潘孟謙圖 .-- 澎湖
縣 : 澎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,
11012 .-- 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7-85-6 (精裝) 普遍級

雨靴/翟英琴文; 胖蛇圖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- 3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70-6 (精裝)
NT$280 普遍級
哈啾!我不想生病!: 孩子的健康安全
守 則 / 崔 允 禎 (최윤정) 作 , 河 宜 廷
(박정훈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90-0 (PDF) 普遍級
哈啾!我不想生病!: 孩子的健康安全
守 則 / 崔 允 禎 (최윤정) 作 , 河 宜 廷
(박정훈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98-6 (EPUB) 普遍
級
很好吃啊!為什麼不能吃?: 孩子的食
物安全守則/吳珠英(오주영)作; 李仁
化(이인화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91-7 (PDF) 普遍級
很好吃啊!為什麼不能吃?: 孩子的食
物安全守則/吳珠英(오주영)作; 李仁
化(이인화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99-3 (EPUB) 普遍
級
故事小花朵朵開/蕭珮作; 管育伶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53-9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故事台灣有聲書/張友漁, 陳素宜, 馬
筱鳳等原著; 許伯琴配音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101 .-- 約 15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165-5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450 普遍級

- ISBN 978-957-762-726-1 ( 精 裝 )
NT$200 普遍級
要站哪一邊?/黃郁欽文.圖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162-1 (EPUB) 普遍級
風箏小雲朵/王力芹作; 古依平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58-4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飛天小丑魚/陶綺彤作; 嚕嚕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- 8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393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害怕的書/塞得里克.哈瑪迪耶(Cédric
Ramadier) 文 ; 文 森 . 布 爾 喬 (Vincent
Bourgeau)圖; 楊喬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上誼文化, 11012 .-- 18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31-5 (精裝)
NT$2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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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749-8 (EPUB) 普遍級
書,怎麼誕生的?: 暢銷 25 年,用繪本為
孩子解說寫作出版的過程的最佳書
目/愛琳.克利斯提洛(Eileen Christelow)
作; 海狗房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麥田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0-36-6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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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4-104-9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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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4-105-6 (EPUB) 普遍級

是誰的牙齒?/ 新井洋行作; 王孆萱
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- 24
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75-1 (精裝) NT$220 普遍級

海龜與海/陳樂文; KIDISLAND 兒童
島 圖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0-762-2 (PDF) 普遍級

為孩子建立正確金錢觀念套書/班.赫
柏德(Ben Hubbard)文; 碧翠茲.卡斯特
羅(Beatriz Castro)圖; 范媛媛, 巫芷玲,
張家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
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7065-1 (全套:精裝) NT$1200 普遍級

海螺王子= สังข ์ทอง/李潔嵐總編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明志科大, 11012 .- 26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873-34-9 (精裝) 普遍級

紅雞媽媽/拜倫.巴頓(Byron Barton)文.
圖; 張麗雪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上
誼文化, 11012 .-- 32 面; 14X14 公分 .-

特別的煙火/新井洋行作; 王孆萱譯 .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- 24 面;
16X1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768 (精裝) NT$2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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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奇柑仔店. 11, 失控的最強驅蟲香
水/廣嶋玲子文; jyajya 圖; 王蘊潔譯 .- 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155-3 (EPUB) 普遍級
神奇柑仔店. 12: 神祕人與駱駝輕鬆
符/廣嶋玲子文; jyajya 圖; 王蘊潔譯 .- 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親 子 天 下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154-6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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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52-1
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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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53-8
(EPUB) 普遍級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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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41-6 (EPUB)
普遍級
荒島食驗家. 2, 野薑花煮魚/王宇清
文; rabbit44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116-2 (PDF) NT$245 普遍
級
荒島食驗家. 2, 野薑花煮魚/王宇清
文; rabbit44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117-9 (EPUB) NT$245 普
遍級
追愛臺中/楊懿倢文; 國立臺中教育
大學美術學系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蕭寶玲, 11012 .-- 80 面; 21X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582-8 (平裝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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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750-4 (EPUB) 普遍級
啊!受傷了怎麼辦?: 孩子的急救安全
守 則 / 李 金 姬 (이금희) 作 ; 朱 世 榮
(주세영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92-4 (PDF) 普遍級

啊!受傷了怎麼辦?: 孩子的急救安全
守 則 / 李 金 姬 (이금희) 作 ; 朱 世 榮
(주세영)繪; 林建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700-6 (EPUB) 普遍
級
彩虹鳥在哪裡?/ 月亮喵喵作 ; 潔子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51-5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掉到地上的雲/王宜瑩作; 黃正龍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54-6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猜猜我是誰?/彭閔熙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, 11012 .-- 24 面; 20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20-5 (精裝)
普遍級
甜蜜蜜的紅豆/陳建智主編 .-- 初版 .- 南投縣 : 農委會農糧署, 11012 .-- 24
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44-8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甜點立體書= Pop-up books of dessert/
劉清彥文; 半隻羊立體書實驗室紙藝;
默尼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
際, 11105 .-- 2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0-422-3 (精裝) 普遍級
荷蘭阿克馬起司市場/茹絲寶
(Roozeboos)圖.文; 賴嘉綾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150-1 (EPUB) 普遍
級
荷蘭阿克馬起司市場/茹絲寶
(Roozeboos)圖.文; 賴嘉綾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153-2 (PDF) 普遍級
野地獵歌/威爾森.羅斯(Wilson Rawls)
作; 柯惠琮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
魯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3-76-9 (EPUB) 普遍級

*等待一個我/Tommy Woo 圖.文 .-- 臺
北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012 .-- 3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92-1 (精裝)
NT$300 普遍級
雄赳赳前傳: 領袖的誕生/張裴倢, 新
庄國小學畫家團隊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01-6-1 (PDF) NT$250 普遍級
黑魔法糖果店. 1, 壞話棒棒糖/草野
昭子作; 東力繪; 林冠汾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75-7 (PDF)
普遍級
黑魔法糖果店. 1, 壞話棒棒糖/草野
昭子作; 東力繪; 林冠汾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83-2 (EPUB)
普遍級
傷心小娃娃= Petit chagrin/娜汀妮.布
朗-柯斯姆(Nadine Brun-Cosme)作; 瑪
莉詠. 柯可里克(Marion Cocklico) 繪;
王卉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8 .-- 14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6-225-6 (精裝) 普遍
級
愛搗蛋的小威虎/月亮喵喵作; 潔子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40-9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愛 麗 絲 的 瓶 中 信 / 葛 斯 . 戈 登 (Gus
Gordon)作; 吳愉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76-4 (PDF) 普遍級
愛 麗 絲 的 瓶 中 信 / 葛 斯 . 戈 登 (Gus
Gordon)作; 吳愉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84-9 (EPUB) 普遍
級

雪 橇 屋 / 夏 綠 蒂 . 勒 梅 爾 (Charlotte
Lemaire)文.圖; 吳愉萱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102 .-- 3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31-131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
腦袋瓜也有陰天: ✦✧為孩子解釋
「憂鬱症」的溫柔繪本/茱蒂絲‧里
佛 爾 (Judith Rieffel) 著 ; 卡 洛 琳
(Mademoiselle Caroline)繪; 許雅雯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61-1
(PDF) 普遍級

番薯耍少林/娜芝娜著; 許育榮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84-1 (PDF)
普遍級

腦袋瓜也有陰天: ✦✧為孩子解釋
「憂鬱症」的溫柔繪本/茱蒂絲‧里
佛 爾 (Judith Rieffel) 著 ; 卡 洛 琳
(Mademoiselle Caroline)繪; 許雅雯譯 .133

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62-8
(EPUB) 普遍級
葡萄寶貝不見了/李文英作; 黃正龍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52-2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解救王子的睡美人/信實著; 陳維玉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,
11102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5-57-5 (精裝) 普遍級
跟著老爺爺的味道走/劉碧玲著; 吳
嘉鴻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0-394-0 (PDF) 普遍級
路易斯.薩奇爾校園故事經典. 1: <<
歪歪小學的荒誕故事>> + <<歪歪小
學 要 倒 了 >>/ 路 易 斯 . 薩 奇 爾 (Louis
Sachar)文; 柯倩華, 趙永芬譯; 毛利
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43-790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路易斯.薩奇爾校園故事經典. 2: <<
歪歪小學來了一個小小陌生人>> +
<<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>>/路易斯.
薩奇爾(Louis Sachar)文; 麥倩宜, 趙永
芬譯; 毛利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
魯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7043-86-8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嘗試新奇: 冷敷熱敷/杜丹故事編撰 .- 臺北市 : 惟生醫學基金會, 11012 .-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10-7 (平裝) 普遍級
實用情境語言學習/小牛津編輯團隊
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牛津國際
文化, 11012 .-- 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16-9-3 (平裝) 普遍級
睡覺的書/塞得里克.哈瑪迪耶(Cédric
Ramadier) 文 ; 文 森 . 布 爾 喬 (Vincent
Bourgeau)圖; 楊喬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上誼文化, 11012 .-- 18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32-2 (精裝)
NT$220 普遍級
管家琪冒險小說套書: 失落的頭蓋骨、
城牆上的名字/管家琪著; 吳嘉鴻繪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好文化企業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433-42 (全套:平裝) NT$64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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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8-466-3 (EPUB) NT$220 普遍級

著; 洪福田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
畝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69-35-6 (PDF) 普遍級
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抐桮洗身軀/劉惠
蓉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98-5-1 (EPUB) 普遍級

餃子十兄弟/揚逸(Larissa Fan)著; 吳
欣芷(Cindy Wume)圖; 賴嘉綾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71-6 (EPUB)
普遍級

臺灣唸謠咱的歌: []蜅蠐/劉惠蓉作 .-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00-0-4
(EPUB) 普遍級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小英雄/劉惠蓉
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98-1-3 (EPUB) 普遍級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火金蛄/劉惠蓉
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98-2-0 (EPUB) 普遍級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台江媽/劉惠蓉
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98-3-7 (EPUB) 普遍級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赤牛/劉惠蓉作 .-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98-9-9
(EPUB) 普遍級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阿公吹電風/劉惠
蓉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98-6-8 (EPUB) 普遍級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春天/劉惠蓉作 .-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98-7-5
(EPUB) 普遍級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麒麟鹿/劉惠蓉
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98-8-2 (EPUB) 普遍級
*臺灣唸謠咱的歌: 囡仔狗/劉惠蓉
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惠豪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98-4-4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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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字
畝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69-34-9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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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餃子十兄弟/揚逸(Larissa Fan)著; 吳
欣芷(Cindy Wume)圖; 賴嘉綾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72-3 (PDF)
普遍級
嘴巴和手: 嘴巴去打獵,手想要種菜/
施政廷編著.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3-71-4 (PDF) 普遍級
嘩啦嘩啦水龍頭/新井洋行作; 王孆
萱譯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24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1-877-5 (精裝) NT$220 普遍級
噗通噗通海底城/蕭珮作; 潔子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12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42-3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數字手指謠/許增巧文.圖 .-- 初版 .-臺 北 市 : 玉山 社 , 11101 .-- 24 面 ;
18X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2963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瞎掰舊貨攤/鄭宗弦文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5-138-6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學校生活= Student life/余韋德圖; 小
牛津編輯團隊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牛津國際文化, 11012 .-- 3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5-4-3 (平裝)
普遍級
戰場來的信/提姆西.德佛貝勒
(Timothée de Fombelle)著; 伊莎貝爾.
阿瑟諾(Isabelle Arsenault)繪; 柯清心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9-36-3 (PDF) 普遍級
戰場來的信/提姆西.德佛貝勒
(Timothée de Fombelle)著; 伊莎貝爾.
阿瑟諾(Isabelle Arsenault)繪; 柯清心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9-37-0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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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任務. 3: 代號 V,用愛的料理決戰
吧!/姜景琇著著; 簡郁璇譯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156-0 (EPUB) 普遍級
獨一無二帽子店/陶綺彤, 歐比比作;
陳慧縝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局, 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1-846-1 (平裝) NT$220 普
遍級
獨眼海盜班班: 眼屎/杜丹故事編撰 .- 臺北市 : 惟生醫學基金會, 11012 .-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509-8 (平裝) 普遍級
褲子小偷!. 2: 數學怪物王國的冒險
關卡/小室尚子作; 張惠鈞譯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734-4 (EPUB) 普遍
級
褲子小偷!妖怪醫院的人體科學之旅/
小室尚子作; 張惠鈞譯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33-7 (EPUB) 普遍級
遲到大王胖嘟嘟/月亮喵喵作; 古依
平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59-1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優糧小學堂/李靜芳, 陳盈菁, 謝金色
文; 余詠涵, 吳秝溱, 洪捷涵, 翁沛汝,
郭倚翎, 陳品儒, 陳琬諭, 陳姵涵, 陳
品妘, 陳宥齊, 黃羽心, 劉千毓, 鄭宇
岑, 鄭宇棋, 謝喬安, 顧卓宸圖; 張嘉
源總編輯 .-- 彰化縣 : 彰縣大竹國小,
1101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3-49-5 (精裝) 普遍級
購物大發現/黃晨迪文; 蔡豫寧, 天河
兒童插畫工作室圖 .-- 臺北市 : 何嘉
仁, 11101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6-27-8 (精裝) 普遍
級
爆笑科學王 6-9 套書/辛泰勳作; 羅承
暈繪; 林純慧, 游茵茵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華文精典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95493-0-6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400 普遍級
寶寶認知圖鑑兒歌本/小比工作室,
陳志鴻繪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101 .- 36 面; 20X22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71-35-9 (精裝) 普遍級
麵包小偷. 2: 誰偷了葡萄乾土司/柴
田啓子圖.文; 吳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2 .-- 4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64-1 (精裝)
NT$300 普遍級
麵包小偷. 2: 誰偷了葡萄乾土司/柴
田啓子圖文; 吳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693-1 (PDF) 普遍級
麵包小偷. 2: 誰偷了葡萄乾土司/柴
田啓子圖文; 吳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701-3 (EPUB) 普遍
級
麵包國王/江口里佳文.圖; 郭孚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 11102 .-2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62727-8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麵包國王系列/江口里佳文.圖; 郭孚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762-7346 (全套:精裝) NT$960 普遍級
麵包國王和濃湯麵包/江口里佳文.圖;
郭孚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
11102 .-- 2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62-728-5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77-1 (PDF)
普遍級
邏輯偵探小揭: 七大不可思議謎團/
藤田遼作; SANA 繪; 緋華璃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85-6
(EPUB) 普遍級
鱷魚愛上長頸鹿(人際情感學習繪
本)/達妮拉.庫洛特(Daniela Kulot)圖
文; 林硯芬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07-663-4 (全套:精裝) NT$1920 普遍
級

尋 水 之 心 / 琳 達 . 蘇 . 帕 克 (Linda Sue
Park)著; 方淑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識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44-1-6 (EPUB) 普遍級

3P 開始了!!. 3/克.亞樹作; 和靜清寂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93-9 (EPUB)
普遍級

漫畫書

魔人與海盜王/莫理士.盧布朗原著;
東方編輯部改寫; 吳健豐繪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63-2
(EPUB) 普遍級

(直條式漫畫)你的溺愛,讓我招架不
住/村崎翠作畫; ふじさわさほ原作 .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418-5 (EPUB) 限制級

魔蛋與綠拉拉/月亮喵喵作; 古依平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012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38-6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
(直條式漫畫)初次見面,請摸我好不
好。/せんみつ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19-2
(EPUB) 限制級

邏輯偵探小揭: 七大不可思議謎團/
藤田遼作; SANA 繪; 緋華璃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

2.5 次元的誘惑. 4/橋本悠作; 李俊銘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25-0 (EPUB)
普遍級
3P 開始了!!/克.亞樹作; 和靜清寂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106 (第 3 冊:平裝) 限制級

麵包國王與麵包皇后/江口里佳文.圖;
郭孚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
11102 .-- 2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62-729-2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
變身美人魚公主/信實著; 陳維玉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,
11102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5-56-8 (精裝) 普遍級

18 歲 eighteen/ヨシノサツキ作; 吳勵
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8362-0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8363-7 (第
2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
作文變很大/張惠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0-388-9 (PDF) 普遍級

(直條式漫畫)色戀蟲/いさか十五郎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17-8 (EPUB) 限制
級

戀愛的書/塞得里克.哈瑪迪耶(Cédric
Ramadier) 文 ; 文 森 . 布 爾 喬 (Vincent
Bourgeau)圖; 楊喬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上誼文化, 11012 .-- 18 面; 22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33-9 (精裝)
NT$280 普遍級

臺灣東販, 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9-081-5 (平裝) 限制
級

(直條式漫畫)腹黑王子的甜蜜色情
攻勢。/ゴゴちゃん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20-8 (EPUB) 限制級

瑠璃與料理的國王/菊地正太作; 吊
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088-4 (第 5 冊:平裝) 普遍級
双翼武裝使/進行諸島原作; sanorin
漫畫; 張紹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471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
普遍級
BODY-KILLER!肉體殺手/高城リョ
ウ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472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8473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
限制級
BUTLER: 執 事-/ 神田猫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4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38-9 (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C.M.B.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. 40/加
藤元浩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504-4 (EPUB) 普遍級

(直條式漫畫)獸人先生與小花小姐/
柚樹ちひろ, ache 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21-5
(EPUB) 限制級

Coffee & Vanilla 咖啡和香草/朱神寶
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283-5 (第 8 冊:平裝) 普遍
級

144 小時都在想著你/かさいちあき
作; 小春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DEMON TUNE 魔鬼音律/小玉有起作;
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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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62-0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DEMON TUNE 魔鬼音律. 4/小玉有起
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6384-9 (EPUB) 普遍級
DEMON TUNE 魔鬼音律. 4/小玉有起
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6405-1 (PDF) 普遍級
*doggerel 青澀詩篇/天禅桃子作; 鍾
明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66-3 (EPUB) 限制級
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/鳥山明
原作; とよたろう漫畫; 吳勵誠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93-4 (第 17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Fate/Grand Order: 真 實 之 旅 /TYPEMOON 原作; カワグチタケシ作; 蔡
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743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K MISSING KINGS/GoRA.GoHands 原
作; 汐田晴人漫畫; Shion 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72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568-6 ( 平 裝 )
NT$105 普遍級
K
RETURN
OF
KINGS/GoRA.GoHands 原作; 汐田晴
人漫畫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5693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5 .-- ISBN 978957-26-8570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5
普遍級
Letter Bee 信蜂(典藏版)/淺田弘幸作;
鄭世彬, 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6310-8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LOVE CONQUEST: 愛的獵物/風呂前
有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73-3 (PDF) 限制級
LOVE CONQUEST: 愛的獵物/風呂前
有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75-7 (EPUB) 限制級
NANA/矢澤愛作; 呂相儒譯 .-- 3 版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冊 .-- ISBN

978-626-316-461-1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16-462-8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463-5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464-2 (第 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465-9
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466-6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16-467-3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16-468-0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16-469-7 (第 9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16-470-3 (第 1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471-0 (第 1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472-7
(第 1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473-4 (第 1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16-474-1 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16-475-8 (第 15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16-476-5 (第 1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16-477-2 (第 1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478-9 (第 1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479-6
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480-2 (第 2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16-481-9 (第 21 冊:平裝) 普遍級
NANA. 7.8/矢澤愛作; 呂相儒譯 .-- 3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21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82-6 (平
裝) 普遍級
On or off/A1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94-410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380 .-ISBN 978-986-494-411-8 (第 2 冊:平裝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494-412-5 (第
3 冊: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-986494-413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380 限制
級
ONE PUNCH MAN 一拳超人/ONE 原
作; 村田雄介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24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395-8 (第 24 冊:平
裝) NT$105 普遍級
PLUTO 冥王(愛藏版)/手塚治虫原作;
浦沢直樹漫畫; 厭世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8475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210 .-- ISBN
978-957-26-8476-4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10 .-- ISBN 978-957-26-8477-1 (第
3 冊:平裝) NT$210 .-- ISBN 978-95726-8478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210 .-ISBN 978-957-26-8479-5 (第 5 冊:平裝)
NT$210 .-- ISBN 978-957-26-8480-1 (第
6 冊:平裝) NT$210 .-- ISBN 978-957136

26-8481-8 (第 7 冊:平裝) NT$210 .-ISBN 978-957-26-8482-5 (第 8 冊:平裝)
NT$210 普遍級
R18 人性遊戲: 好.運.好.色.桌.上.遊.
戯/mitsuki tayur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76-2 (EPUB) 限制級
ROLAND.羅蘭(日本第一男公關.漫
畫二部曲)/ROLAND 監修; 井上紀良
漫畫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圓神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33-812-5 (EPUB) 普遍級
SHAMAN KING CHARACTER BOOK
原色魂圖鑑/武井宏之作; 許任駒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83-2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
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!/
天河信彦原作; 蒼木雅彥作; 吊木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2015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202-2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
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!.
2/天河信彦原作; 蒼木雅彥作; 吊木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33-6 (EPUB) 普遍級
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
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!.
3/天河信彦原作; 蒼木雅彥作; 吊木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34-3 (EPUB) 普遍級
THE 忍耐♂♀這道牆的隔壁明明有
人,卻沒發現我正在做愛中/anthology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77-9 (EPUB)
限制級
TRUMP 吸血種不死傳說/末満健一
原作; はまぐり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1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535-8 (第 1 冊:平
裝) NT$140 普遍級
X 探險特攻隊.科幻冒險系列: 山崩地
陷. 地理災害篇/慢漫畫工作室故事;
葉卓昱, 慢漫晝工作室漫畫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89-3-7 (EPUB) 普遍級
X 尋寶探險隊. 37, 貓神的使者: 開羅.
木乃伊.混沌之蛇/李國權作; 太陽兵
團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66-3 (EPUB) 普遍級
X 尋寶探險隊: 完全設定集/李國權作;
太陽兵團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角落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8-67-0 (EPUB) 普遍級
「只揉 10 次倒是可以喔...」青梅竹
馬意料之外的發情臉讓我不禁大幹
特幹/いのうえみたん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02-8 (EPUB) 限制級
「踢我」男孩/上原あり作; 澤野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6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29-7 (平
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5334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80 限制級

臺灣東販, 11101 .-- 130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9-079-2 (第 5 冊:平
裝) 普遍級
*人氣絕頂的小弟弟/diletta 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1-009-4 (PDF) 限制級
*人氣絕頂的小弟弟/diletta 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1-022-3 (EPUB) 限制級
人馬/墨佳遼原作; 朔小方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- 17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778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三角窗外是黑夜. 8/山下朋子作; 陳
瑞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99-3
(EPUB) 普遍級
三柿野的學性生活/笹森トモエ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05-6 (平裝)
NT$300 限制級

※接吻要等 20 歲之後. 1/野乃子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11-5 (EPUB) 普遍級

夕星沉落於碧藍中/青井秋作; 黛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274-3 (平裝) 普遍級

※接吻要等 20 歲之後. 1/野乃子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42-9 (PDF) 普遍級

夕星沉落於碧藍中/青井秋作; 黛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12-2
(EPUB) 普遍級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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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08-7 (PDF)
限制級

夕星沉落於碧藍中/青井秋作; 黛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63-4
(PDF) 普遍級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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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21-6
(EPUB) 限制級
七夏之樂園: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
宮. 2, 溫泉共浴篇/赤月みゅうと作 .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6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35-3 (平
裝) NT$260 限制級
二分之一男友/流星ハニー作; 神威
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087-7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二月的勝者: 絕對合格教室/高瀬志
帆作; 章澤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大小姐喜歡被調教. 2/森中萌奈香作;
揪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4-4 (EPUB) 限制級
大小姐喜歡被調教. 2/森中萌奈香作;
揪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65-8 (PDF) 限制級
大小姐喜歡被調教. 3/森中萌奈香作;
揪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5-1 (EPUB) 限制級
大小姐喜歡被調教. 3/森中萌奈香作;
揪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66-5 (PDF) 限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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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生宿舍的雙面鏡: 感覺好像被視姦,
沒想到結果更爽了!/間々田キキ作 .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423-9 (EPUB) 限制級
女騎士成為蠻族新娘/Kotoba Noriaki
作 ; 江 昱 霖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470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普遍級
小玩笑小水獺/Lommy 作; 游若琪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217-6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小玩笑小水獺. 3/Lommy 作; 游若琪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40-4 (EPUB) 普遍級
小 哥 : 想 不 想 嚐 嚐 ... 母 女 丼 的 滋
味?JK 和人妻竟搶著跟我做愛!?/騎
士二千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24-6 (EPUB)
限制級
小狸貓和小狐狸/アタモト作; 蔡夢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2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436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工作細胞 BLACK. 6/原田重光原作;
初嘉屋一生漫畫; 張紹仁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493-1 (EPUB) 普遍級
工作過失的情色指導/長与エリ子作;
馮鈺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92-4
(EPUB) 限制級
不中用的愛戀/まぶた単作; 李其馨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27-3 (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不平淡的戀愛/国谷キノ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79-2 (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不死不運/戸塚慶文作; 林志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00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94-1 (第 9 冊:
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不要欺負我,長瀞同學/NANASHI 作;
季上元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

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397-2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413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
不動聲色的柏田與喜形於色的太田.
4/東ふゆ作; 倪湘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27-4 (EPUB) 普遍級

內褲外穿. 2, 那些活出自己的女人/
潘妮洛普. 芭潔(Pénélope Bagieu) 作;
陳文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32-8-2 (EPUB) 普遍級

不祥王女與暴虐騎士的夫妻盟約: 在
私密處深深烙下愛情印記/uni 作畫;
伊吹芹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25-3 (EPUB)
限制級
不瘋不狂不想說出就是愛你!: 吵著
吵著愛上了焦急純愛式 SEX/花田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26-0 (EPUB) 限制
級
不 論相 擁幾次 , 明 天仍 是陌 生人 。
/Sango Kino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78-6 (EPUB) 限制級
不擅交際的未亡人雪女與詛咒戒指/
ぷぅ崎ぷぅ奈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102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1-038-4 (平裝) NT$400 限制級
中途車站/卡鳴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6281-1 (平裝) 普遍
級
中禪寺老師妖怪講義錄 解謎就交給
老師。/志水アキ漫畫; 方郁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54-2 (第 2 冊:
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之後就是私人領域. 1/後藤美沙紀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13-9 (EPUB) 普遍級
之後就是私人領域. 1/後藤美沙紀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43-6 (PDF) 普遍級
今年的三石同學哪裡怪怪的/シロサ
ワ作; CHIKA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28-1 (EPUB) 普遍級
今晚有貓伴身邊/咕嚕 Z 作; 林慧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-

天降雷神纏上我/RENA 作; 九流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 22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204-6 (第 5 冊:平裝) 普遍級
天降雷神纏上我. 5/RENA 作; 九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44-2 (EPUB) 普遍級
太過命中注定反而不願結成番 /GO
毛力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2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305-4 (平裝) 限制級
太過命中注定反而不願結成番 /GO
毛力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93-1 (EPUB) 限制級
太過命中注定反而不願結成番 /GO
毛力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00-6 (PDF) 限制級
少 年 的 深 淵 . 1/ 峰 浪 り ょ う 作 ;
Mongolian Bait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29-8 (EPUB) 普遍級
少年新娘: 男裝千金與黑書生/蜜樹
海湖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6285-9 (第 1 冊:平裝)
普遍級
巴歐來訪者/荒木飛呂彦作; 吳勵誠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36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77-8 (平
裝) NT$180 普遍級
心愛的人魚/ひじき作; 加奈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474-0 ( 平 裝 )
NT$140 限制級
月之街、花之都/千葉リョウコ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2712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6272-9 (第 3 冊:平裝) 限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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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之街、花之都. 2/千葉リョウコ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87-0 (EPUB) 限制級
月之街、花之都. 2/千葉リョウコ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98-6 (PDF) 限制級
月之街、花之都. 3/千葉リョウコ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88-7 (EPUB) 限制級
月之街、花之都. 3/千葉リョウコ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99-3 (PDF) 限制級
月與楓糖漿/華夜作; 柚子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16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58-3 (第
1 冊:平裝) 普遍級
月與楓糖漿. 1/華夜作; 柚子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14-6 (EPUB)
普遍級
月與楓糖漿. 1/華夜作; 柚子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61-0 (PDF)
普遍級
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
有我知道。/紺矢ユキオ作; 吊木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197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198-8 (第 3 冊:平裝) 限制級
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
有我知道。. 2/紺矢ユキオ作; 吊木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29-9 (EPUB) 限制級
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
有我知道。. 3/紺矢ユキオ作; 吊木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30-5 (EPUB) 限制級
火鳳燎原. 70/陳某作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8503-7 (EPUB) 普遍級
火熱重逢怎樣都可以?: 偶然遇見曾
經是初戀的他,一拍就即合。/南乃映
月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14-7 (EPUB) 限制
級
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316-0 (EPUB) 普遍級
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25-1 (EPUB) 普遍級

去不了學校的我們: 成蛹後的覺醒/
惠蘋果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344-3 (PDF) 普遍級

本命男神上門告白!. 4/慎本真作; 黛
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26-8 (EPUB) 普遍級
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. 17/ODA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30-4 (EPUB) 普遍級

正值年輕的我們/ツルギモモコ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578-5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王者天下. 57/原泰久作; 鄭世彬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91-7 (EPUB)
普遍級
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/ODA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2-263-2 (第 17 冊:平
裝) 普遍級

永別了,薔薇花園/毒田ペパ子作; 小
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187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223-6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
王者天下. 57/原泰久作; 鄭世彬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09-9 (PDF)
普遍級

只有我知道/柚谷晴日作; 張芳馨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41-9 (平裝)
NT$140 限制級

王家の紋章/細川智栄子, あんど芙~
みん作; 橘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2 .-- 21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294-1 (第 67 冊:平裝) 普
遍級

史萊姆轉生。大賢者成為精靈養女
的寵物了/わらびもちきなこ作; 御
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15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224-3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/樋口朝作; 623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20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269-9 (第 30 冊:平裝) 普遍級

史萊姆轉生。大賢者成為精靈養女
的寵物了. 2/わらびもちきなこ作;
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94-6
(EPUB) 普遍級

牙醫生,我硬起來了!/山崎將作; 秦不
虫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2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90-3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王者天下/原泰久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224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95-8 (第
57 冊:平裝) 普遍級
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. 30/樋口朝作;
623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15-3 (EPUB) 普遍級
王牌投手: 振臂高揮. 30/樋口朝作;
623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59-7 (PDF) 普遍級
出租女友/宮島礼吏作; 蔡夢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02-3 (第 24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出租女友. 21/宮島禮吏作; 蔡夢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96-2 (EPUB)
普遍級
卡里古拉之戀/みちのくアタミ作;
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27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370-5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去不了學校的我們: 成蛹後的覺醒/
惠蘋果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
外國男友的愛情表現太激烈了!!辦
公室的絕頂嘿咻契約/Sakuya 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279-3 (EPUB) 限制級
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/白米良原作;
RoGa 漫畫; 許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442-9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30 普遍級
打怪後再結婚!/安妮羊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84-2 (平裝)
普遍級
本命男神上門告白!/慎本真作; 黛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2053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206-0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本命男神上門告白!. 3/慎本真作; 黛
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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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別了,薔薇花園. 1/毒田ペパ子作;
小天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31-1
(EPUB) 普遍級
永夜山/黃踹漫畫; 食夢蟹編劇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2 .-- 23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180 (平裝) NT$240 普遍級
永夜山. vol.1/黃踹漫畫; 食夢蟹編
劇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原 動 力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9-21-0 (EPUB) 普遍級
永恆的愛戀/小井湖イコ作; [李亞妮
譯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92-2 (EPUB)
限制級
永無止盡不幸的終結方式/緒川千世
作 ; 陳 姿 君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367-5 (平裝) NT$140 .-- ISBN
978-957-26-8581-5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200 限制級
永遠不夠好. 1/CTK 作; 游若琪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232-8 (EPUB) 限制
級
*白領愛情男子會. 1/すめし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1-010-0 (PDF) 限制級
*白領愛情男子會. 1/すめし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1-023-0 (EPUB) 限制
級
任性貓咪的鬱悶心情/鴨川 ツナ作;
AKI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228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12-4 (PDF)
限制級

11102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02-3 (平裝) 限制級

冰屬性男子與無表情女子/殿ヶ谷美
由記作; 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387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140
普遍級

*她所犯下的錯誤/エアリーソック
ス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25-4
(EPUB) 限制級

羽賀想要被咬/さきしたせんむ作;
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94-8 (EPUB) 限制級

如何正確觸摸我/山倉あおは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280-9 (EPUB) 限制級

羽賀想要被咬/さきしたせんむ作;
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01-3 (PDF) 限制級

同居生活的心跳緊張與歎息. II/千葉
リョウコ作; 尤靜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430-6 (平裝) NT$140 限
制級
向鄰人伸出愛之手/中田アキラ作;
AKI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1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266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*合租房屋的性活規則. 1/佐藤知行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11-7 (PDF)
限制級
*合租房屋的性活規則. 1/佐藤知行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24-7 (EPUB)
限制級
地獄遊行/布克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原動力, 11102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59-20-3 (第 3 冊: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地獄樂. 11/賀来友治作; Shion 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507-5 (EPUB) 普遍
級
妄想老師初體驗/春輝作; 李俊銘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16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229 (第 2 冊:平裝) 限制級
妄想老師初體驗. 2/春輝作; 李俊銘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33-5 (EPUB)
限制級
妄想過剩少年/ぴい作; 陳靖涵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41-2 (第 4 冊:
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好想被黑崎秘書稱讚/宮坂香帆作;
柚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56-9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*她所犯下的錯誤/エアリーソック
ス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
宅女愛上肉食紳士: 絕頂!大叔級的
神技. 2/柚樹ちひろ作; Imoko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17-4 (EPUB)
限制級
宅女愛上肉食紳士: 絕頂!大叔級的
神技. 2/柚樹ちひろ作; Imoko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21-1 (PDF)
限制級
宅女愛上肉食紳士: 絕頂!大叔級的
神技. 3/柚樹ちひろ作; Imoko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18-1 (EPUB)
限制級
宅女愛上肉食紳士: 絕頂!大叔級的
神技. 3/柚樹ちひろ作; Imoko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22-8 (PDF)
限制級
年上社長是天生溺愛寵妻寶貝獸: 一
見鍾情不隱藏,兩顆心從此就不會再
孤單!?/coimi 著; さくら蒼原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427-7 (EPUB) 限制級
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. 6/真木蛍五
作 ; 游 非 凡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97-9 (EPUB) 普遍級
百姓貴族/荒川弘作; 方郁仁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408-5 (第 7 冊:平
裝) NT$130 普遍級
百鬼夜行抄/今市子作; 尤靜慧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0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81-1 (第 29
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羽賀想要被咬/さきしたせんむ作;
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40

肉食野獸的情慾一觸即發/茉美ポテ
ト作畫; 姫月鏡香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28-4 (EPUB) 限制級
自由之子/黃俊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原動力, 11101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59-22-7 (第 2 集:平
裝) NT$240 普遍級
自我本位狂潮/高見乙作; 澤野凌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40-2 (平裝)
NT$140 限制級
色男: 十人十色/田村由美作; 徐屹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264-4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6265-1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色男: 十人十色. 3/田村由美作; 徐屹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89-4
(EPUB) 普遍級
色男: 十人十色. 3/田村由美作; 徐屹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07-5
(PDF) 普遍級
色男: 十人十色. 4/田村由美作; 徐屹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90-0
(EPUB) 普遍級
色男: 十人十色. 4/田村由美作; 徐屹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08-2
(PDF) 普遍級
艾克雷西亞= Ecclesiastes/野扶桑圖.
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人如己文創
工作室, 11101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76-0-5 (第 11 冊:平
裝) 普遍級

血界戰線 Back 2 Back/内藤泰弘作; 鄭
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61-3 (第 9 冊:平裝) 普遍級
血界戰線 Back 2 Back. 9/內藤泰弘作;
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81-8 (PDF) 普遍級
血界戰線 Back 2 Back. 9/內藤泰弘作;
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82-5 (EPUB) 普遍級
你的撫摸方法和調教方法. 1/かさい
ちあき作; 劉維容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86-3 (EPUB) 限制級
你怎麼會如此可愛: 無力系倦怠女子,
被執著的狗狗盡情寵愛到全身融化/
やまだ K 児作畫; 兎山もなか原作 .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412-3 (EPUB) 限制級
你根本不懂什麼是愛/鳴坂リン原作;
朔小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101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080-8 (平裝) 限制級
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/山本崇一朗
作; Niva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55-9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即使這場戀愛不如連續劇般精采/鈴
木はこ作; 李其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567-9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呆萌酷男孩/那多ここね作; 厭世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88-0 (第 4 冊:
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君戀. 社會人篇. 2/波真田かもめ, 冬
乃郁也, はぜはら西 , イシノアヤ, 蔦
森結, 我守丸, 青山マヲ, 霜月かいり,
村崎ユカリ, 中田アキラ作; 熊次郎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37-6
(EPUB) 普遍級
君戀. 社會人篇. 2/波真田かもめ, 冬
乃郁也, はぜはら西, イシノアヤ, 蔦
森結, 我守丸, 青山マヲ, 霜月かいり,
村崎ユカリ, 中田アキラ作; 熊次郎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56-7
(PDF) 普遍級

11102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99-6 (平裝) 限制級

君戀. 社會人篇. 3/中田アキラ, 冬乃
郁也, はぜはら西, 波真田かもめ, 霜
月かいり, うまのほねこ, 緒花, カネ
キ, 晴野ヤコ, 斑目ヒロ, 夏糖作; 熊
次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38-3 (EPUB) 普遍級

吸血鬼騎士 memories/樋野茉理作;
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88-0 (第 7 冊:平裝) 普遍級

君戀. 社會人篇. 3/中田アキラ, 冬乃
郁也, はぜはら西, 波真田かもめ, 霜
月かいり, うまのほねこ, 緒花, カネ
キ, 晴野ヤコ, 斑目ヒロ, 夏糖作; 熊
次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57-4 (PDF) 普遍級
君戀. 學生篇. 2/カシオ, 仔縞楽々, 束
原さき, WELL DONE 山田, 高木ユー
ナ, Maria, 如月あい, 茶渋たむ, 貓野
まりこ, 栗戶なつ, 阿部はちた作; 貝
貝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39-0
(EPUB) 普遍級
君戀. 學生篇. 2/カシオ, 仔縞楽々, 束
原さき, WELL DONE 山田, 高木ユー
ナ, Maria, 如月あい, 茶渋たむ, 貓野
まりこ, 栗戶なつ, 阿部はちた作; 貝
貝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58-1
(PDF) 普遍級
君戀. 學生篇. 3/田倉トヲル, エヌオ
カヨチ, 貓野まりこ, 束原さき, 如月
あい, 高木ユーナ, 七ノ日, カシオ,
栗戶なつ, 阿部はちた, Maria, 茶渋た
む作; 貝貝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40-6 (EPUB) 普遍級
君戀. 學生篇. 3/田倉トヲル, エヌオ
カヨチ, 貓野まりこ, 束原さき, 如月
あい, 高木ユーナ, 七ノ日, カシオ,
栗戶なつ, 阿部はちた, Maria, 茶渋た
む作; 貝貝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59-8 (PDF) 普遍級
告白卻在死之後/悠子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44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04-7 (平裝)
普遍級
告訴我你想要怎樣的快感?/世津作;
某批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41

吸血鬼騎士 memories. 7/樋野茉理(樋
野まつり)作; 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395-5 (EPUB) 普遍級
吸血鬼騎士 memories. 7/樋野茉理(樋
野まつり)作; Akane 譯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02-0 (PDF) 普遍級
妙廟美少女/吉岡公威作; 陳瑞景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82-8 (第 6 冊:
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尾巴之戀/土田春作; 蔡雨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224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09-2 (平
裝) 普遍級
我的心中沒有你/円藤エヌ作; 呂郁
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35-9 (EPUB)
普遍級
我的夜晚和你想的不一樣: 工作命令
是與社長同居!?/真田ハイジ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429-1 (EPUB) 限制級
我的幸福婚姻/顎木あくみ原作; 高
坂りと漫畫; 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375-0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
普遍級
我的推是壞人大小姐. 1/いのり原作;
青乃下漫畫; 賴詠新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36-6 (EPUB) 普遍級
我的推是壞人大小姐。/いのり。作;
青乃下漫畫; 賴詠新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187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2-259-5 (第 1 冊:平
裝) 普遍級
我們是新婚夫夫(或許). III/ちしゃの
実作; 劉維容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379-8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我們無法維持純愛關係: 費洛蒙少女
和 青 梅 竹 馬 的 對 抗 魅 惑 生 活 /Yako
Hadu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81-6
(EPUB) 限制級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19-8 (EPUB) 限制級

17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398-9 (第 16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沈浸魚水之歡的戀人/SAVAN 作; 熊
次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23-5 (PDF) 限制級

來自清水的孩子. 4/游珮芸腳本; 周
見信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慢工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73-5-3 (PDF) 普遍級

決定和摯友做生孩子那檔事。/關原
蜜豆作; 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1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6277-4 (平裝) 限制
級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/天城ケ
イ原作; 加藤吉江漫畫; 鄭世彬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20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675 (第 8 冊:平裝) 普遍級

我絕不會屈服於利己主義者/五月女
えむ作; midor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37-3 (EPUB) 限制級

沒聽說要做到這種地步啊!/松下祐己
作; 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76-7 (平裝) 限制級

我與他步入婚姻的理由/桜井りょう
作; 蘇琪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525-9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狂野式 睡走日本人妻的方法 其二/
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力學
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8-1-4 (EPUB) 限制級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8/天城
ケイ原作; 加藤吉江 漫畫 ; 鄭世彬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86-3
(EPUB) 普遍級

我說好之前不能高潮!辦公室高潮管
理 24 小時/滝川シズル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30-7 (EPUB) 限制級

狂野式 睡走日本人妻的方法 其三/
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力學
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8-2-1 (EPUB) 限制級

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/種乃なかみ作;
郭婷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暮想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295-3-8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6295-4-5 (第 2 冊:平裝)
限制級

抖 S 幽魂不讓我睡/朱鷺紫羽作; 盧昀
詩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2 .-- 26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01-6 (第 3 冊:平裝) 限制級
抖 S 教師的教育指導: 讓我用身體來
懲罰你/夢唄よつば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31-4 (EPUB) 限制級
扭曲的我被溺愛了. 1/響愛作; 曲冰
熙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6-8 (EPUB) 限制級
扭曲的我被溺愛了. 1/響愛作; 曲冰
熙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67-2 (PDF) 限制級
村祀. 8/山口讓司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490-0 (EPUB) 限制級
杜鵑婚約/吉河美希作; 澤野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28-3 (第 9 冊:
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沈浸魚水之歡的戀人/SAVAN 作; 熊
次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
*男人的開關/本庄りえ作; 大和腐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67-0
(EPUB) 限制級
言語之花/三池ろむこ, 砂原糖子作;
蘇琪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574-7 (上冊:
平 裝 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8575-4 (下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足球騎士. 56/伊賀大晃, 月山可也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00-6
(EPUB) 普遍級
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,該
如何表白我的愛?/手島史詞原作; 板
垣ハコ漫畫; 陳瑞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459-7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30 普遍級
那位警察,偶爾是野獸!: 被健美的身
材保護&被偷襲的絕倫生活/虎井シ
グマ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82-3
(EPUB) 限制級
亞爾斯蘭戰記/荒川弘, 田中芳樹作;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142

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. 8/天城
ケイ原作; 加藤吉江 漫畫 ; 鄭世彬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06-8
(PDF) 普遍級
*呼叫肉食龍/環レン作; 鍾明秀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68-7 (EPUB)
限制級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7 色的色戀/佐佐木
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68-9 (PDF) 限制級
和社長那個啊♡: 17 色的色戀/佐佐木
柚奈作; 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72-6 (EPUB) NT$70 限制級
夜貓兄弟留宿中!?/Twinkle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87-3 (平
裝) 普遍級
幸福的小房間/はくり作; 趙聖媛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24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56-6 (第 7 冊:
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怪獸 8 號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828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性欲旺盛女子,陷入愛河。在嫺熟的
性感按摩面前難以自拔/天野よそら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03-5 (EPUB)
限制級

性解放 不同形式的愛/花影あると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04-2 (EPUB)
限制級
性癖是西裝. 1/河丸慎作; 曲冰熙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17-7
(EPUB) 普遍級
性癖是西裝. 1/河丸慎作; 曲冰熙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45-0 (PDF)
普遍級
或然與必然/TEI 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黑白文化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25-2-0 (平裝)
NT$280 限制級
拒絕霸道總裁人家真的辦不到!/壱川
いちか作; 葉嶋ナノハ原作; 瀧順子
作畫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32-1 (EPUB) 限制
級
放學後代理妻子. 2, 我的女友被她的
義父調戲著/リヒャルト.バフマン
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1-004-9 (平裝) NT$260 限制級
*放學後代理妻子. 2: 我的女友被她
的義父調戲著/リヒャルト, バフマ
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14-8 (PDF)
限制級

東京卍復仇者/和久井健作; 林志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8450-4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4511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8452-8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517-4 (第
10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100 .-ISBN 978-957-26-8519-8 (第 12 冊:平
裝首刷附錄版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8518-1 (第 11 冊:平裝首刷附
錄版) NT$100 普遍級
東華春理髮廳/阮光民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1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398-9 (第 2 冊:
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東華春理髮廳. 2/阮光民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416-0 (EPUB) 普遍
級
泳氣十足的夏天/魔窟工作室編劇.漫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
11101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56-23-5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炎炎消防隊/大久保篤作; 張紹仁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01-6 (第 32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炎炎消防隊. 28/大久保篤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98-6 (EPUB)
普遍級

*放學後代理妻子. 2: 我的女友被她
的義父調戲著/リヒャルト, バフマ
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27-8
(EPUB) 限制級

盲 愛鏡頭外 危險的 你 / 木沢さわき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33-8 (EPUB) 限制
級

放學後代理妻子. 3, 孕婦參加畢業典
禮.../リヒャルト.バフマン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31-034-6 ( 平 裝 )
NT$260 限制級

直 到 畢 業 為 止 , 我 將 一 直 愛 妳 /Uta
Tsukin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83-0
(EPUB) 限制級

服從與輕咬/志木見ビビ作; 黃瀞瑤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8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80-8 (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東方森林的魔女庭園/越田うめ作;
郭礎源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22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528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
直播主求愛日常: 我的本命竟然是同
班同學/メリノ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22-2
(EPUB) 限制級
社畜想被幼女幽靈療癒。/有田イマ
リ作; 吳美嬅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458-0 (第 3 冊:平裝) NT$130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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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之騙局: 一兆円詐欺師們/加藤元
浩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347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
普遍級
空挺 Dragons. 10/桑原太矩作; 林志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01-3 (EPUB)
普遍級
*初: 遭到鬼畜男友強行拍攝/幾春別
たか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13-1
(PDF) 限制級
*初: 遭到鬼畜男友強行拍攝/幾春別
たか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26-1
(EPUB) 限制級
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. 8/天樹征丸原
作; 佐藤文也漫畫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05-1 (EPUB) 普遍級
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: 犯人們之
事件簿. 8/天樹征丸, 金成陽三郎, 佐
藤文也原作; 船津紳平漫畫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06-8 (EPUB)
普遍級
金魚妻/黒澤 R 作; 吳傳賢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449-8 (第 5 冊:平裝)
NT$130 限制級
金蜂沉溺於蜜汁/キタハラ リイ作;
加奈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0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320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青之驅魔師/加藤和惠作; 陳鈞然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274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113 (第 27 冊:平裝) 普遍級
青之驅魔師. 27/加藤和惠作; 陳鈞然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38-0 (EPUB)
普遍級
青春一點都不容易/おおや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00-4 (EPUB) 普遍級
青春一點都不容易(全冊)/おおや作;
李亞妮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39-7
(EPUB) 普遍級

青春的櫻桃子彈啪啪啪/夏尾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434-5 (EPUB) 限制級

後座的加藤同學/梅田みそ作; 曾怡
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88-7 (EPUB)
限制級
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3835 (第 7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957-26-8601-0 (第 8 冊:平裝) NT$130
普遍級

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. 12/村田真
優作; 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30-7 (EPUB) 普遍級

拜託請穿上,鷹峰同學/柊裕一作; 冰
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866 (第 5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!. 8/渡真仁作
畫, 暁なつめ原作; 張紹仁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15-0 (EPUB) 普遍級

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. 12/村田真
優作; 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49-9 (PDF) 普遍級

政宗君的復仇. 0/竹岡葉月原作; Tiv
漫 畫 ; 加 奈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94-8 (EPUB) 普遍級

為神明跑腿的那些日子/Angela 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897 (平裝) 普遍級

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. 13/村田真
優作; 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31-4 (EPUB) 普遍級

星辰墜落之國的妮娜/RIKACHI 作;
王杉珊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7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53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玷汙純真之吻/五月女えむ作; midori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42-7 (EPUB)
限制級

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. 13/村田真
優作; 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50-5 (PDF) 普遍級

星期五的自助洗衣店/sosso 作; 秦不
虫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1 .-- 2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73-6 (平裝) 限制級

皇帝陛下寵愛異端宮廷書士/丹野ち
くわぶ作; 黃瀞瑤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524-2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青翠的棲息之木/手島淇亞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257-6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
星期五的自助洗衣店/sosso 作; 秦不
虫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83-2 (PDF) 限制級

相親黑道,純情派。此生只愛妳一人。
/ 花 峰 ふ ゆ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05-9 (EPUB) 限制級

青翠的棲息之木. 1/手島淇亞作; 蘇
涵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18-4 (EPUB) 普遍級

星期五的自助洗衣店/sosso 作; 秦不
虫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85-6 (EPUB) 限制級

穿越夜晚綻放之花/京一作; 蘇琪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73-0 (平裝)
NT$140 限制級

青翠的棲息之木. 1/手島淇亞作; 蘇
涵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62-7 (PDF) 普遍級

某店員與顧客的戀曲/幸子作; 黎維
津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215-1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
非人之狼. 2/元ハルヒラ作; ALATA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40-3 (EPUB)
普遍級

某店員與顧客的戀曲. 1/幸子作; 黎
維津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95-3
(EPUB) 普遍級

穿越時空回到高二的我,對當時喜歡
的老師告白後的結果/ケンノジ原作;
松元こみかん作畫; 蘇奕軒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21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14-4 (第
2 冊:平裝) 普遍級

南月ゆう插畫集 cherish/南月ゆう作;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12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06-1 (平裝) NT$550 .-- ISBN 978957-26-8407-8 (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)
NT$610 普遍級

毒舌大少爺的戀愛/桃季さえ作; 毛
球 L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12-9
(EPUB) 普遍級

帝都初戀心中. 8/蜜樹海湖作; 優希
米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19-1 (EPUB) 普遍級
帝都初戀心中. 8/蜜樹海湖作; 優希
米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41-2 (PDF) 普遍級

毒藥伯爵(愛藏版). 5/由貴香織里作;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13-6
(EPUB) 普遍級
毒藥伯爵(愛藏版). 6/由貴香織里作;
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14-3
(EPUB) 普遍級
派對咖孔明/四葉夕卜原作; 小川亮
漫畫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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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越時空回到高二的我,對當時喜歡
的老師告白後的結果. 2/ケンノジ 原
作; 松元こみかん漫畫; 蘇奕軒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296-0 (EPUB) 普遍
級
茉莉花和溫柔的愛情奴隸. 1/兎山文
奈伽原作; 芒其之一作畫 ; lingosou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37-5
(EPUB) 限制級
茉莉花和溫柔的愛情奴隸. 1/兎山文
奈伽原作; 芒其之一作畫 ; lingosou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69-6
(PDF) 限制級

重版出來!/松田奈緒子作; 九十九夜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213-7 (第 16 冊:平裝) 普遍級
重版出來!. 16/松田奈緒子作; 九十九
夜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43-4 (EPUB)
普遍級
重逢三天就訂婚!?老公是愛與性慾
都很強烈的神官/Neri Taneichi 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284-7 (EPUB) 限制
級
食戟之靈 Letoile. 8/昭時大紀作畫; 伊
藤美智子原案.監修; 附田祐斗, 佐伯
俊, 森崎友紀原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08-2 (EPUB) 普遍級
修女克蕾雅的淫靡祕密/藤崎ひかり
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101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1-003-2 (平裝) NT$200 限制級
*修女克蕾雅的淫靡祕密/藤崎ひか
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15-5 (PDF)
限制級
*修女克蕾雅的淫靡祕密/藤崎ひか
り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28-5
(EPUB) 限制級
夏妻. 2: 夏天、家裡、墮落於搭訕男
的人妻/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
本力學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78-4-5 (EPUB) 限制
級
夏妻: 夏天、旅館、墮落於搭訕男的
人妻/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
力學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78-3-8 (EPUB) 限制
級
宮廷魔法師失業後,回鄉下當魔法科
老師/世界るい原作; 北沢きょう漫
畫 ; 江 昱 霖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1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345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
普遍級
拳願阿修羅/三肉必起.牙霸子原作;
達露沒恩作畫; 沙輪忍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232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12-0 (第 25
冊:平裝) 普遍級
拳願阿修羅. 25/達露沒恩作畫; 三肉
必起.牙霸子原作; 沙輪忍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244-1 (EPUB) 普遍級
格差天堂. 7/緒川千世作; 澤野凌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484-9 (EPUB) 限制
級
狼大人專情的霸道之愛/あぶく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06-6 (EPUB) 限制
級
狼的花嫁/りゆま加奈作; 翁蛉玲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78-1 (第 4 冊:
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祕密的昴學長/はかた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01-1 (EPUB) 普遍級
祕密的昴學長(全冊)/はかた作; 陳家
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45-8 (EPUB)
限制級
純淨端正的美好世界/山本アタル作;
布丁媽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89-4
(EPUB) 限制級
純潔的一往情深/篠崎マイ作; 趙秋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6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372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能幹的部下連做愛都拿手。: 無表情
青年和女上司的徹夜激情/くまのこ
たろ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85-4
(EPUB) 限制級
託付於信件的情感/すけやま作; 李
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484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. 中篇/
銀 曜 ハ ル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101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1-002-5 (平裝) NT$280 限制級
*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. 中篇/
銀 曜 ハ ル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06-3 (PDF) 限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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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. 中篇/
銀 曜 ハ ル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07-0 (EPUB) 限制級
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. 後篇/
銀 曜 ハ ル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10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1-036-0 (平裝) NT$350 限制級
迷途之家的大姊姊/神毛物由宇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37-7 (第 7 冊:
平裝) NT$240 限制級
配角 X3. 11/宇文風作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8469-6 (EPUB) 普遍級
馬丁尼攻略法/立野真琴作; 蘇黎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50-7
(EPUB) 限制級
馬丁尼攻略法/立野真琴作; 蘇黎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51-4
(PDF) 限制級
馬上沉淪的調教夜晚/Pyoco Asahina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07-3 (EPUB)
限制級
高冷上司與我的謊冒戀愛/よしのず
な作畫; 春奈真実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35-2 (EPUB) 限制級
動手描圖就會畫!ANIME 私塾式動漫
人物繪畫練習本/室井康雄作; 張紹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10-5 (EPUB)
普遍級
國王排名. 9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29-1
(EPUB) 普遍級
國王排名. 9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41-3 (PDF)
普遍級
婚禮大作戰/Jiji 吉吉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原動力, 11012 .-- 2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17-3 (平裝)
NT$240 普遍級

寄養犬、輾轉夜/のばらあいこ作;
黃依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44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密件副本: 廖偉立漫畫集/廖偉立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雙囍出版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6-2-7
(PDF) 普遍級
密件副本: 廖偉立漫畫集/廖偉立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雙囍出版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6-3-4
(EPUB) 普遍級
強欲大老虎與他可愛的敏感小倉鼠/
そらまめ太郎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36-9
(EPUB) 限制級
情色妄想癖的春天風暴/rasu 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2 .-- 18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98-9 (平裝) 限制級
捲兔的台灣裸湯. 北部篇/捲貓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2 .-- 14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16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採集人的野帳. 2/英張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29-7 (EPUB)
普遍級
晨曦公主/MIZUHO KUSANAGI 作;
黃依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40-5 (第 37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晨 曦 公 主 .
32/MIZUHO
KUSANAGI(草凪みずほ)作; 黃依齡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11-2 (EPUB)
普遍級
甜蜜的倒楣日子/日巻いと作; 翁蛉
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712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異世界居酒屋「阿信」/蝉川夏哉原
作;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; 陳靖
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195-7 (第 12 冊:平裝) 普遍級
異世界居酒屋「阿信」. 11/ヴァー
ジニア二等兵漫畫; 蝉川夏哉原作;
陳靖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
川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51-0 (EPUB) 普遍級

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286-1 (EPUB) 限制級

異國日記/山下知子作; 籃球丸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168 (第 5 冊:平裝) 普遍級

被長得像我推的部下吻到腰軟: 在辦
公桌上濕得一塌糊塗/古谷ラユ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287-8 (EPUB) 限制
級

異國日記. 5/山下知子作; 籃球丸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297-7 (EPUB) 普遍
級
異劍戰記 瓦倫迪歐/七尾七希作; 鄭
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2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96-5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笨拙的我們間的盲點/もふもふ枝子
作; 紅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東販, 11101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090-7 (平裝) 限制級
笨蛋沒藥醫!/あずみつな作; AKI 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2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23-5 (平裝)
NT$150 限制級
笨蛋和剪刀. II/ひなこ作; 翁蛉玲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80-4 (平裝)
NT$140 限制級
第一神拳/森川讓次作; 張紹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00-9 (第 133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第二次當處男/小鳥遊育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37-6 (EPUB) 限制級
粗野惡女: 雛宮蝶鼠互換靈魂傳/中
村颯希原作; 尾羊英 漫畫 ; 王杉珊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51-4 (第
1 冊: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組 長 女 兒 和 幫 手 . 1/ つ き や 作 ;
CHIKA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47-2
(EPUB) 普遍級
脫掉我的制服啊/三栖よこ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2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00-9 (平裝) 限制級
被兩個未婚夫寵愛: 在溫柔男友和霸
道男友間搖擺不定的同居生活/弓槻
みあ漫畫; 青井千寿原作 .-- 臺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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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惡魔附身的少女/山田惠庸原作;
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078-5 (第 6 冊:平裝) 限制
級
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. 2/夜神里奈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20-7 (EPUB) 普遍級
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. 2/夜神里奈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46-7 (PDF) 普遍級
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. 3/夜神里奈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21-4 (EPUB) 普遍級
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. 3/夜神里奈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47-4 (PDF) 普遍級
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. 4/夜神里奈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22-1 (EPUB) 普遍級
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. 4/夜神里奈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48-1 (PDF) 普遍級
*被夢魔美食家守護著/星名あんじ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16-2 (PDF)
限制級
*被夢魔美食家守護著/星名あんじ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29-2 (EPUB)
限制級
被奪取童貞後黑辣妹成為我的妻子/
桐野キョウスケ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102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1-040-7 (平裝) NT$200 限
制級

被 學 生 的 肌 肉 迷 惑 中 !/Miho
Tsukishima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08-0 (EPUB) 限制級

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/しおこんぶ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42-1 (第
1 冊:平裝) NT$200 限制級

被擦掉的初戀/ひねくれ渡原作; 或
子漫畫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3729 (第 6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8373-6 (第 7 冊:平裝) NT$100
普遍級

野貓的餐桌/暮作; 游若琪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248-9 (EPUB) 普遍級

這個老師,絕對是故意的。/柚子未來
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286-6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
級

傍 若 無 人 buddy/ ア ヒ ル 森 下 作 ;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307-8 (平裝) 限制級
傍 若 無 人 buddy/ ア ヒ ル 森 下 作 ;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96-2 (EPUB) 限制級

這種事、人家不知道啦. 4/梨月詩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8-2 (EPUB) 限制級

傍 若 無 人 buddy/ ア ヒ ル 森 下 作 ;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03-7 (PDF) 限制級

這種事、人家不知道啦. 4/梨月詩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70-2 (PDF) 限制級

*傀儡花/陳耀昌原著; 飛西啟漫畫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飛魚創意, 11012 .- 1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62-7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150 普遍
級

這種事、人家不知道啦. 5/梨月詩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9-9 (EPUB) 限制級
這種事、人家不知道啦. 5/梨月詩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71-9 (PDF) 限制級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10/武井宏之作;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02-0
(EPUB) 普遍級
通靈童子 FLOWERS(新裝版)/武井宏
之作; 許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420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8421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 .- ISBN 978-957-26-8422-1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4238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8424-5 (第 5 冊:平裝) NT$140 .- ISBN 978-957-26-8425-2 (第 6 冊:平
裝) NT$140 普遍級
*速水君與 4 隻大野狼/本庄りえ作;
大和腐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69-4 (EPUB) 限制級

就是要讓你喜歡上我!/衣田ぬぬ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530-3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朝姊/よしだもろへ作; 志野忍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199-5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200-8 (第 3
冊:平裝) 限制級
朝姊. 2/よしだもろへ作; 志野忍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31-2
(EPUB) 普遍級
朝姊. 3/よしだもろへ作; 志野忍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32-9
(EPUB) 普遍級
朝劇!/浦沢直樹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12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437-5 (第 6 冊:平裝)
NT$160 普遍級
棒球大聯盟 2nd/滿田拓也作; yoshiki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16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220-5 (第 21 冊:平裝) 普遍級
棒 球 大 聯 盟 2nd. 21/ 滿 田 拓 也 作 ;
yoshik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49-6
(EPUB) 普遍級
*無人車站. III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1-017-9 (PDF) 限制級

惡魔和專情: 俘虜/織田綺作; 曲冰熙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254-5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
*無人車站. III/ひっさつくん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1-030-8 (EPUB) 限制
級

惡魔和專情: 俘虜. 1/織田綺作; 曲冰
熙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74-0 (PDF) 普遍級

無法對你溫柔/茶渋たむ作; 秦不虫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275-0 (平裝) 限制級

惡魔和專情: 俘虜. 1/織田綺作; 曲冰
熙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76-4 (EPUB) 普遍級

無限住人: 幕末之章/滝川廉治作; 弁
天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221-2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
惡魔契約/ハル作; 陳家恩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531-0 ( 平 裝 )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532-7 (平
裝首刷限定版) NT$170 限制級

無限住人: 幕末之章. 3/滝川廉治作;
弁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98-4
(EPUB) 普遍級

替身戀愛始於初吻 0/真神れい作畫;
立花実咲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38-3
(EPUB) 限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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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情 S 診療: 醫生兄弟的極限研修/純
友良幸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15-4 (EPUB)
限制級

發情遊戲室/白松作; LYT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20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03-0 (平
裝) 限制級
發酵吧!葡萄汁: 種植與釀造(合輯)/
芙勒.歌達(Fleur Godart)文; 居絲汀.桑
洛(Justine Saint: Lô)漫畫; 黃詩雯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80-4
(EPUB) 普遍級
童年玩伴忍不住/百瀬あん作; 翁蛉
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8368-2 (第 1 冊:平裝)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369-9 (第
2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童貞滅絶列島. 3/川崎順平作; 林香
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50-2 (EPUB)
普遍級
童貞滅絕列島/川崎順平作; 林香吟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219-9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結緣甘神神社/内藤マーシー作; 加
奈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76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虛構推理/城平京原作; 片瀨茶柴漫
畫; 光依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6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35-1 (第 16 冊:平裝) NT$105 普遍級
超 S 調教師與單純無自覺黑道/浅瀬
之シャチ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16-1 (EPUB)
限制級
週末的惡魔/アヒル森下作; 揪揪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6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061 (平裝) 限制級
進撃的巨人(全彩版)/諫山創作; 林志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344 (第 3 冊:平裝) NT$190 普遍級
間諜教室/竹町原作; せうかなめ作;
蘇奕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218-2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間諜教室. 1/せうかなめ作; 竹町原
作 ; 蘇 奕 軒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51-9 (EPUB) 普遍級
陽光辣妹系學妹,雖然狂妄卻擋不住
我的性愛攻勢/水乃アルト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288-5 (EPUB) 限制級
飯店千金想要嫁給少當家/伊沢玲作;
陳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68-2 (平裝) 普遍級
黑色五葉草. 28/田畠裕基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09-9 (EPUB)
普遍級
黑色嘉年華/御巫桃也作; Akane 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60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934 (第 27 冊:平裝) 普遍級
黑婚: Black Marriage/藍川沙季作; 蘇
涵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259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6260-6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黑道大哥猛烈調教純情處女!: 精力
旺盛的帥大叔教妳泡泡浴技巧/なな
みあいす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39-0 (EPUB)
限制級
傲嬌反派千金莉潔洛特與實況主遠
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/惠ノ島す
ず原作; 逆木ルミヲ作; 黛西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62-5 (第
1 冊:平裝) 普遍級
傲嬌反派千金莉潔洛特與實況主遠
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. 1/逆木 ル
ミヲ作; 恵ノ島すず原作; 黛西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252-6 (EPUB) 普遍
級
微熱的理 BUTTERFLY KISS/崎谷は
るひ原作; 冬乃郁也 漫畫 ; 蔡夢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6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36-5 (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意料之外的沉重之愛. 1/島袋裕美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23-8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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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料之外的沉重之愛. 1/島袋裕美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49-8 (PDF) 普遍級
想 讓 市 野 瀨 醫 生 慾 火 焚 身 !/COTA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89-2 (EPUB)
限制級
*想讓你認真起來/千葉リョウコ作;
鍾明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70-0 (EPUB) 限制級
愛上我的男性摯友/トビワシオ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09-7 (EPUB) 限制
級
愛 上 高 嶺 之 花 的 上 司 !/Shizuka
Kibayash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10-3
(EPUB) 限制級
愛在末路之境 All in one Edition/水城
雪可柰作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- 5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89-1 (平裝)
限制級
新來的女傭有點怪/昆布わかめ作;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39-9 (第 5 冊: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極品獅子養成計畫/鬼嶋兵伍作; 曾
怡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87-0
(EPUB) 限制級
極彩之家/びっけ作; 李芝慧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438-2 (第 8 冊:平
裝) NT$140 普遍級
*準備好親吻/真白しろいろ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1-018-6 (PDF) 限制級
*準備好親吻/真白しろいろ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1-031-5 (EPUB) 限制
級
煩惱☆西遊記/CRYSTAL 洋介作; 鄭
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70-5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痴人之愛/北沢きょう作; 李芸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39-6 (平裝)
NT$140 限制級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368 (第 16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聖☆哥傳. 19/中村光作; 吳勵誠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516-7 (EPUB) 普遍
級

*夢見星座/草間さかえ作; 大和腐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71-7
(EPUB) 限制級

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/
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力學
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8-5-2 (EPUB) 限制級

對面房間的貓/相野ココ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41-3 (EPUB) 限制級

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.
2/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力
學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8-6-9 (EPUB) 限制級

慵懶的戀愛了. 2/星森雪最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24-5 (EPUB) 普遍級

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.
3/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力
學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8-7-6 (EPUB) 限制級

慵懶的戀愛了. 2/星森雪最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50-4 (PDF) 普遍級

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.
4/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力
學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8-8-3 (EPUB) 限制級

慵懶的戀愛了. 3/星森雪最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25-2 (EPUB) 普遍級

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.
5/黒巣ガタリ作 .-- 新北市 : 本本力
學實驗室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8-9-0 (EPUB) 限制級

慵懶的戀愛了. 3/星森雪最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51-1 (PDF) 普遍級

解禁(秘)偶像男神: 童貞男子養成計
畫: stage.1/猫宮なお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46-8 (EPUB) 限制級

慵懶的戀愛了. 4/星森雪最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26-9 (EPUB) 普遍級

達爾文遊戲/FLIPFLOPs 作; 陳鈞然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217-5 (第 19 冊:平裝) 普遍級
達爾文遊戲. 19/FLIPFLOPs 作; 陳鈞
然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53-3 (EPUB)
普遍級
隔壁的好色女高中生。: 與雙胞胎姊
妹玩起三人行/かると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40-6 (EPUB) 限制級
境界觸發者/葦原大介作; 吳勵誠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08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92-7 (第 24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夢之雫、黃金鳥籠/篠原千絵作; 翁
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

慵懶的戀愛了. 4/星森雪最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52-8 (PDF) 普遍級
滿員電車與我/小指作; 魏嫚秀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254-0 (EPUB) 限制
級
瑪麗亞之城/上田倫子作; Akane 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538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瑪麗亞之城. 2/上田倫子作; Akane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77-1
(PDF) 普遍級
瑪麗亞之城. 2/上田倫子作; Akane
譯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78-8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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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獄漫畫家/謬齡大叔[作]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8461-0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26-8462-7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普遍級
睡美人. I+II/松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102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1-041-4 (平裝) NT$260 限
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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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261-8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
級
精靈寶可夢 SPECIL 太陽.月亮. 4/日
下秀憲腳本; 山本智 漫畫 ; 霖之助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99-1 (EPUB)
普遍級
綻放絢爛舞台!. 1/春園ショウ作; 李
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91-7 (EPUB)
限制級
緒川千世漫迷手冊: flow/緒川 千世
作 ; 陳 姿 君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366-8 (平裝) NT$340 限制級
臺中第二市場/王永成漫畫 .-- 臺中
市 : 愛社享生活文化, 11012 .-- 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022-8-7 (經
摺裝) 普遍級
臺灣名人傳記漫畫: 巴克禮(臺文版)/
蠢羊編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847-1 (PDF) 普遍級
臺灣名人傳記漫畫: 巴克禮(臺文版)/
蠢羊編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848-8 (EPUB) 普遍級
與吸血鬼男孩.交換體液的方法/タン
ノシオ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42-0 (EPUB)
限制級
與妳翩翩共舞/うたたね游作; 李芸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8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50-7 (第
1 冊: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與純愛黑道的同居生活 只對我有生
理反應是真的嗎?/志波ひより作 .--

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443-7 (EPUB) 限制級
蒼藍鋼鐵戰艦/Ark Performance 作; 楊
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192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91-0 (第 20 冊:平裝) 普遍級
蒼藍鋼鐵戰艦. 20/Ark Performance 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92-4 (EPUB) 普遍級
蒼藍鋼鐵戰艦. 20/Ark Performance 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10-5 (PDF) 普遍級

銀河英雄傳說/田中芳樹原作; 藤崎
竜漫畫; 沈嘉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2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260-1 (第 18 冊:平裝) 普
遍級
銀河英雄傳說. 18/田中芳樹原作; 藤
崎竜漫畫; 沈嘉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56-4 (EPUB) 普遍級
憂國的莫里亞蒂/コナン.ドイル原
案; 三好輝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00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433-7 (第 16 冊:平
裝) NT$105 普遍級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49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談無慾/霹靂國際多媒體原作; TK 章
世炘[漫畫]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412-2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8413-9
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遍級
請在伸展台上微笑. 21/猪ノ谷言葉
作 ; 吳 勵 誠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495-5 (EPUB) 普遍級
請看看我的情色履歷/春輝作; 謝子
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269 (第 7 冊:平裝) NT$130 限制級

蜜 糖 般 的 性 活 / ユ ズ ハ 作 ; HAKUI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20-4
(EPUB) 限制級

慾求不滿的人妻在淫蕩溫泉中被放
肆瘋狂侵犯/天馬ふぇみお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47-5 (EPUB) 限制級

蜜 糖 般 的 性 活 / ユ ズ ハ 作 ; HAKUI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24-2
(PDF) 限制級

慾望的種子/門田昌子作; 林志昌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45-0 (第 4 冊:
平裝) NT$130 限制級

請讓我撒嬌,仙狐大人!. 9/リムコロ
作; Y.S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27-5 (EPUB) 普遍級

*誤解的 BL: 雨天借宿的故事。/イチ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19-3 (PDF)
限制級

*播音室是縱慾部屋/天仁屋よしわ
き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20-9 (PDF)
限制級

*誤解的 BL: 雨天借宿的故事。/イチ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32-2 (EPUB)
限制級

*播音室是縱慾部屋/天仁屋よしわ
き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33-9
(EPUB) 限制級

輝夜姬想讓人告白: 天才們的戀愛頭
腦戰/赤坂アカ作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396-5 (第 24 冊:平
裝) NT$140 普遍級

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
過去成了傳說。/えぞぎんぎつね原
作; 阿倍野ちゃこ漫畫; 王杉珊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84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57-3 (第 4 冊:
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
盤子裡的 Ω 正吱吱地鳴叫/はなさわ
浪雄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444-4 (EPUB) 限
制級

誘拐婚. 1/椎葉奈那作; 曲冰熙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40-5 (EPUB)
限制級
誘拐婚. 1/椎葉奈那作; 曲冰熙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64-1 (PDF)
限制級
辣妹男孩!和變態哥哥一起玩色色的
遊戲吧/一色藤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90-8 (EPUB) 限制級

請讓我撒嬌,仙狐大人!/リムコロ作;
Y.S.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196-4 (第 9 冊:平裝) 普遍級

輝夜傳/齊藤千穗作; 盧昀詩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52-1 (第
6 冊:平裝) 普遍級
輝夜傳. 6/齊藤千穗作; 盧昀詩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28-3 (EPUB)
普遍級

窮鼠的契約: 偽裝的 Ω/白石由希作;
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55-2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
輝夜傳. 6/齊藤千穗作; 盧昀詩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60-3 (PDF)
普遍級

窮鼠的契約: 偽裝的 Ω. 3/白石由希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6327-6 (EPUB) 普遍級

鄰居的(疑似)小白臉極品到令人受
不了。/椎葉奈那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29-0 (EPUB)
普遍級

窮鼠的契約: 偽裝的 Ω. 3/白石由希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
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6353-5 (PDF) 普遍級
衝突!★★作戰/ほむらじいこ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84
150

鄰居的(疑似)小白臉極品到令人受
不了。/椎葉奈那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54-2 (PDF)
普遍級

魅魔的速食性愛. 小短篇/関谷あさ
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391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
遼河社長不能這樣啦。. 1/文倉咲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55-9 (PDF) 普遍級

學園奶爸/時計野はり作; 黃依齡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77-4 (第 22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醒來後就親一下吧. 1/今澤舞衣子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1-3 (EPUB) 普遍級

戰慄之牙下的大麗花/高永ひなこ原
作; 小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東販, 11101 .-- 22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082-2 (平裝) 限制級

醒來後就親一下吧. 1/今澤舞衣子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56-6 (PDF) 普遍級

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/
赤岸 K, 江口連, 雅作; 賴瑞琴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8390-3 (第 7 冊:平裝) NT$130 .- ISBN 978-957-26-8391-0 (第 8 冊:平
裝) NT$130 普遍級

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. 1/天野明作;
賴思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33-8 (EPUB) 普遍級

操控人心的致勝武器!贏家祕傳的暗
黑心理學套書(漫畫 隨心所欲操控人
心的暗黑心理學+漫畫 從厭世王到
人氣王的暗黑心理學)/齊藤勇監修;
卓惠娟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102-060 (全套:平裝) NT$760 普遍級

環繞在粉色霓虹之下/ひつじま羊作;
李清瑤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346-0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43-5
(EPUB) 普遍級
藤咲忍如是說/吾妻香夜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08-5 (平裝) 限制級
藤咲忍如是說/吾妻香夜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97-9
(EPUB) 限制級
藤咲忍如是說/吾妻香夜作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04-4
(PDF) 限制級
藥屋少女的呢喃: 貓貓的後宮解謎手
帳. 3/日向夏原作; 倉田三之路作畫;
盧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2-0 (EPUB) 普遍級

鮫島醫生不愛笑/青井さび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45-1 (EPUB) 限制級

藥屋少女的呢喃: 貓貓的後宮解謎手
帳. 3/日向夏原作; 倉田三之路作畫;
盧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57-3 (PDF) 普遍級

激情夜晚的反轉結局/成瀬一草作;
AKI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716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獵人們: 貓爸爸、李家寶/阮光民漫
畫; 朱天心原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目宿媒體, 11101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22-4-2 ( 平 裝 )
NT$249 普遍級

藥屋少女的呢喃: 貓貓的後宮解謎手
帳. 4/日向夏原作; 倉田三之路作畫;
盧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3-7 (EPUB) 普遍級

燄凰: 凝秦遺夢/吳柔萱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176 面; 2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97-2 (第 18
冊:平裝) 普遍級

藍色眼瞳的怪物/露がも子作; 林均
鎂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723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獨占我的英雄/ありいめめこ作; 郭
名珊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859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
藍海少女/天野こずえ作; 林志昌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76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31-3 (第 17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藥屋少女的呢喃: 貓貓的後宮解謎手
帳. 4/日向夏原作; 倉田三之路作畫;
盧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58-0 (PDF) 普遍級

融化在你筆尖之下: 不可描述的那種
工作:/恋籠みろり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13-0
(EPUB) 限制級

*壞心的手掌/大槻ミゥ作; 游若琪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272-4
(EPUB) 限制級

親吻白雪姬. 2/吉尾アキラ作; 蔡夢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85-6 (EPUB)
限制級

羅德斯島戰記 誓約之寶冠/水野良原
作; 鈴見敦漫畫; 哈泥蛙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- 16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03-9 (第
2 冊:平裝) 普遍級

遼河社長不能這樣啦。. 1/文倉咲作;
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330-6 (EPUB) 普遍級

羅德斯島戰記: 誓約之寶冠. 2/鈴見
敦漫畫; 水野良原作; 哈泥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- 面;
151

藥師少女的獨語/日向夏原作; ねこ
クラゲ漫畫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1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389-7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30 普遍級
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/伏瀬
原作; 川上泰樹漫畫; 黃則霖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399-6 (第 19 冊:平
裝) NT$1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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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092-1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蘑菇魔女/樋口橘作; Akane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168 面;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263-7 (第
2 冊:平裝) 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34-5
(EPUB) 普遍級

26-8361-3 (第 10 冊:平裝) NT$220 普
遍級

蘑菇魔女. 2/樋口橘作; Akane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79-5 (PDF)
普遍級
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. 8/衣
笠彰梧原作; 一乃ゆゆ漫畫; 平川遊
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53-6
(PDF) 普遍級

鑽石王牌 act2/寺嶋裕二作; 方郁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00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29-0 (第
29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蘑菇魔女. 2/樋口橘作; Akane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380-1 (EPUB)
普遍級
灌籃少年 ACT4/八神浩樹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27-6 (第
9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魔女前輩日報/餅田まか作; 此木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207-7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208-4
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魔女前輩日報. 1/餅田まか作; 此木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35-0 (EPUB) 普遍級
魔女前輩日報. 2/餅田まか作; 此木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36-7 (EPUB) 普遍級
魔法龍術士: 子龍物語/石動鮎魔作;
橘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17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66-8 (第 13 冊:平裝) 普遍級
魔法龍術士: 子龍物語/石動鮎魔作;
橘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17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292-7 (第 14 冊:平裝) 普遍級
魔界歸來的劣等能力者/たすろう原
作; 鳥飼やすゆき漫畫; 江昱霖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34-1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魔都精兵的奴隸/タカヒロ原作; 竹
村洋平漫畫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8446-7 (第 6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
978-957-26-8447-4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448-1 (第
8 冊:平裝) NT$100 限制級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. 8/衣
笠彰梧原作; 一乃ゆゆ漫畫; 平川遊
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

戀上換裝娃娃/福田晋一作; 王杉珊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76-7 (第
8 冊: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
とらきち短篇集: 騎士團的特別任務
/ と ら き ち 作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1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416-0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26-8417-7 (平裝首刷附錄版) 限制級

*戀愛就是笨笨的事/おげれつたな
か作; 何硯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273-1 (EPUB) 限制級

菈菈的婚禮/ためこう作; 紅蠍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091-4 (第 3 冊:平裝) 限制級

戀愛感情論/相葉キョウコ作; 張芳
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8364-4 (第 1 冊:平裝)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365-1 (第
2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銃夢火星戰記/木城幸人作; 方郁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16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384-2 (第
8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
戀愛禁區/DANBI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94-414-9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494-415-6 (第
2 冊: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-986494-416-3 (第 3 冊:平裝) NT$380 .-ISBN 978-986-494-417-0 (第 4 冊:平裝)
NT$380 限制級
*戀愛與感情主義/橋本あおい作; 大
和腐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74-8 (EPUB) 限制級
讓我看看,妳有感覺的表情?: 口罩無
法抵擋的吻/Ich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91-5 (EPUB) 限制級
靈異教師神眉(愛藏版)/真倉翔原作;
岡野剛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8352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220 .-- ISBN
978-957-26-8353-8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20 .-- ISBN 978-957-26-8354-5 (第
3 冊:平裝) NT$220 .-- ISBN 978-95726-8355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220 .-ISBN 978-957-26-8356-9 (第 5 冊:平裝)
NT$220 .-- ISBN 978-957-26-8357-6 (第
6 冊:平裝) NT$220 .-- ISBN 978-95726-8358-3 (第 7 冊:平裝) NT$220 .-ISBN 978-957-26-8359-0 (第 8 冊:平裝)
NT$220 .-- ISBN 978-957-26-8360-6 (第
9 冊:平裝) NT$220 .-- ISBN 978-957152

踮腳的小陽/田中檸檬文.圖; 林慧雯
譯 .-- 臺北市 : 三民, 1101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361-1 (EPUB)
普遍級

小說及雜文
1/2 的女主角/宋亞樹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光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3-74-7 (EPUB) 普遍級
*ABO 通姦契約/吐維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468-0-0
(EPUB)
NT$300 限制級
*AE 事件簿. 1, 致命暗影/喬許.蘭昂
作; [朱崇旻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404-0 (PDF) 普遍級
*AE 事件簿. 2, 危機四伏/喬許.蘭昂
作; [朱崇旻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
心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4-405-7 (PDF) 普遍級
Gucci: 豪門謀殺案/莎拉.蓋伊.福登
(Sara Gay Forden)作; 金瑄桓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36-9 (EPUB)
普遍級
Gucci: 豪門謀殺案/莎拉.蓋伊.福登
(Sara Gay Forden)作; 金瑄桓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55-0 (PDF)
普遍級
*Legend blade/Amadeus Rockefeller .-1st ed. .-- 高雄巿 : 陳明宇, 11012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33-7 (平裝) 普遍級
Mr. right- 學 神 男 友 輕 輕 寵 / 椰 子 樹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278-1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My Imaginary Boyfriend 我的幻想男友
/Patrick Rangsimant 作; 烤鴨的鴨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42-8
(EPUB) 普遍級
NO GAME NO LIFE 遊戲人生. 11, 遊
戲玩家兄妹似乎必須成為情侶才能
離開/榎宮祐作; 林佳祥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43-3 (平裝) .-- ISBN 978957-26-8544-0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.-ISBN 978-957-26-8545-7 (平裝會場限
定版) 普遍級
Re: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. 24/長月
達平作; 黃盈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75-5 (EPUB) 普遍級
ReLIFE 重返 17 歲. 3/夜宵草原作; 蒔
田陽平小說作者; Galassia 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226-7 (EPUB) 普遍級
Tales from Albania/written by Mark D.
Vickers .-- 1st ed. .-- 桃園市 : Besa,
11012 .-- 21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96-0-2 (平裝) 普遍級
一房兩廳三人行. 3, 夏季到來。兩人
一定會稍微長大/福山陽士作; 陳士
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28-2 (EPUB) 普遍級
*一綑年的距離/Tamut Tazil 陳初保泰
雅 爾 族 賽 考 利 克 語 撰 寫 ; Lulyang
Nomin 胡信良漢語撰寫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桃市復興區公所, 11012 .-- 18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586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九星之主/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11-468-5 (第 37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469-2 (第 38 冊:平
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708 (第 3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471-5 (第 40 冊:平裝) NT$180
普遍級

*千面魔王. 中冊/文龍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4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九星之主/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燕文創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11-533-0 (第 41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534-7 (第 42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354 (第 4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536-1 (第 44 冊:平裝) NT$180
普遍級

大喊一聲「好想摸女生胸部」後,我
和妹妹的朋友開始交往了。/凪木エ
コ作; 曾柏穎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5617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8562-4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
遍級

人族鎮守使/白駒易逝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154-0 (第 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71-7 (第 8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92-2 (第 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30-1
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31-8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232-5 (第 1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25-233-2 (第 13 冊:平裝) 普遍級
*十二金錢鏢. 第一冊/白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68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十二金錢鏢. 第二冊/白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64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十二金錢鏢. 第三冊/白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53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十二金錢鏢. 第四冊/白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47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下北澤搖滾推理事件簿/岡崎琢磨著;
丁安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65-4 (EPUB) NT$252 普遍級
*千面魔王. 下冊/文龍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5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千面魔王. 上冊/文龍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3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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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子午聲. 第一冊/上官雲心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42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子午聲. 第二冊/上官雲心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54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子午聲. 第三冊/上官雲心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44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子午聲. 第五冊/上官雲心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63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子午聲. 第四冊/上官雲心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67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小村.春色. 1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20-9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小村.春色. 10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48-3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11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47-6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12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34-6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13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27-8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
小村.春色. 14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23-0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15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40-7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16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24-7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17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26-1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18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29-2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19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45-2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21-6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小村.春色. 20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0-6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1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37-7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2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49-0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3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32-2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4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44-5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5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
978-626-7101-31-5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6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43-8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7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38-4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8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22-3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29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41-4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3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36-0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小村.春色. 30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35-3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31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30-8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小村.春色. 4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33-9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小村.春色. 5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28-5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小村.春色. 6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42-1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小村.春色. 7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25-4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小村.春色. 8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39-1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小村.春色. 9/獵槍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1-46-9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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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說拾光/黃秋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九歌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0-402-2 (PDF) 普遍級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63-2 (第 7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82-3 (第 7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17-2 (第 7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43-1
(第 7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44-8 (第 77 冊:平裝) 普遍級
不要羨慕別人花開得早,要努力讓自
己花開得好: 一段夢想與實踐的故事,
創 造人 生的選 擇權 , 關 關難 過關 關
過!/關韶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09-9 (PDF) NT$399 普遍
級
不要羨慕別人花開得早,要努力讓自
己花開得好: 一段夢想與實踐的故事,
創 造人 生的選 擇權 , 關 關難 過關 關
過!/關韶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10-5 (EPUB) NT$399 普
遍級
*丹旗鎮五嶽. 第一冊/易樵生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37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丹旗鎮五嶽. 第二冊/易樵生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36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丹旗鎮五嶽. 第三冊/易樵生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39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五雷盟. 第一冊/公子玉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30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五雷盟. 第二冊/公子玉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53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五雷盟. 第三冊/公子玉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49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五龍旗. 第一冊/江南柳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34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天下何人不識君. 上/蔡小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47-6 (PDF)
普遍級

*五龍旗. 第二冊/江南柳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31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天下何人不識君. 上/蔡小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50-6
(EPUB) 普遍級

*五龍旗. 第三冊/江南柳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32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天子的寵臣/馮君作 .-- 臺中市 : 飛象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58-497-3 (EPUB) 普遍級

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5-01-6 (PDF) 普遍級
*日不落.倫敦: 創建、破壞與改革,泰
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站上世界
舞台/西蒙.詹金斯(Simon Jenkins)著;
蔡耀緯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
務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5-3389-7 (EPUB) NT$420 普遍級
月光下的藍調/飛鳥海魚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80-6 (PDF)
普遍級

*五嶽一奇. 第一冊/玉翎燕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68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天才少女福爾摩斯. 6, 道別吉普賽/
南西.史賓格(Nancy Springer)著; 金瑄
桓, 林虹瑜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748-1 (EPUB) 普遍級

*五嶽一奇. 第二冊/玉翎燕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74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天羅手. 第一冊/金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57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世界最強後衛: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
/とーわ作; 龔持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57-0 (第 8 冊:平裝) 普遍
級

*五嶽一奇. 第三冊/玉翎燕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85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天羅手. 第二冊/金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43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以你的名字寫一場浪漫/三杏子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5-1-0
(EPUB) 普遍級

*五嶽一奇. 第五冊/玉翎燕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69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天羅手. 第三冊/金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61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以眨眼乾杯/東野圭吾作; 王蘊潔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85-4 (EPUB) 普遍級

*五嶽一奇. 第四冊/玉翎燕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77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天羅手. 第五冊/金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56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他的終點線和他的起跑線/鏡水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光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3-79-2 (EPUB)
普遍級

今天,還愛我嗎?(2021 新修收藏版)/尾
巴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30-6
(EPUB) 普遍級

*天羅手. 第四冊/金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41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他的終點線和他的起跑線. 上冊/鏡
水 作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春 光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3-77-8 (EPUB) 普遍級

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. 3, 以魔法革命
指引迷茫聖女/七野りく作; 偽善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464-1 (EPUB) 普遍
級

夫死從子/丹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89-8 (EPUB) 普遍級

他的終點線和他的起跑線.下冊/鏡水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光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3-78-5
(EPUB) 普遍級

天下何人不識君. 下/蔡小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48-3 (PDF)
普遍級
天下何人不識君. 下/蔡小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51-3
(EPUB) 普遍級

太乙/霧外江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486-9 ( 第 23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87-6 (第
2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488-3 (第 25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489-0 (第 26 冊:平
裝) NT$180 普遍級
心之約= The covenant of hearts/戴國平
(Claudia)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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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子不順眼/宋亞樹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春光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3-71-6 (EPUB) 普遍級

他們的通勤時間/林珮瑜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52-7 (EPUB)
普遍級
*仙龜嶺. 第一冊/南宮子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79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仙龜嶺. 第二冊/南宮子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70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仙龜嶺. 第三冊/南宮子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61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仙藥大亨/寂寞我獨走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220-2 (第 2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51-6 (第 2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52-3
(第 23 冊:平裝) 普遍級
出嫁從夫/蘇浣兒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58-490-4 (EPUB) 普遍級
半仙闖江湖/客居仙鄉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208-0 (第
107 冊:平裝) 普遍級
*古劍. 第一冊/荊翁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45-6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古劍. 第二冊/荊翁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69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古劍. 第三冊/荊翁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5-3 (PDF)
NT$300 普遍級
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 A. 6, 前
村民 A/下等妙人作; 邱鍾仁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50-3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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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7-749-6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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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7-750-2 (EPUB) 普遍級
玄門醫聖/魚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483-8 ( 第 71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84-5 (第
72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485-2 (第 73 冊:平裝) NT$190 .--

ISBN 978-626-311-518-7 (第 74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5194 (第 7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520-0 (第 76 冊:平裝) NT$190
普遍級

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,在現實
世界照樣無敵. 3: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
命運/美紅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465-8 (EPUB) 普遍級

*玉劍金釵/宇文瑤璣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6-5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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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8566-2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26-8594-5 (第 6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普遍級

*白髮魔女. 下冊/梁羽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1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白髮魔女. 上冊/梁羽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88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白髮魔女. 中冊/梁羽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89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146-5 ( 第 133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626-325-157-1 (第 13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37-0 (第 13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38-7
(第 136 冊:平裝) 普遍級
全知讀者視角/sing N song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星巡文化, 11101 .-- 51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43-67 (第 3 冊:平裝特裝版) 普遍級
劣等眼的轉生魔術師: 受虐的前勇者
在未來世界從容生活/柑橘ゆすら作;
林均鎂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556-3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
好好再見 不負遇見/黃山料作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744-3 (EPUB) 普遍
級
她 的 右 腦 與 粉 紅 色 大 象 /Nakao Eki
Pacidal 著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26-0
(PDF) 普遍級
死亡謎案(梅西.凱佩奇警探系列 1）/
坎德拉.艾略特(Kendra Elliot)著; 康學
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4-12-9 (EPUB) 普遍級
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. 3/川
田両悟作; 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224-4 (EPUB) 普遍級
*江湖三女俠. 第一冊/梁羽生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43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江湖三女俠. 第二冊/梁羽生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41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同學,你的老虎尾巴露出來了/草子信
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50-1 (平
裝) 限制級

*江湖三女俠. 第三冊/梁羽生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35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地鐵站/何致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113-1 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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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曾柏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34-2 (EPUB) 普遍級

地鐵站/何致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114-8 (EPUB) 普遍級
在家從父/鄭妍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491-1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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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鬼夜行卷. 6, 玉山小飛俠/笭菁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4-13-6
(EPUB) 普遍級

克蘇魯神話 I+II+III/霍華.菲力普.洛
夫克萊夫特著; 姚向輝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4-15-0 (EPUB)
普遍級
即使,這份戀情今晚就會從世界上消
失/一条岬著; 林于楟譯 .-- 臺北市 :
平裝本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338-9-3 (PDF) 普遍級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58-8 (第 9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78-6 (第 9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09-7 (第 9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10-3
(第 9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11-0 (第 10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25-212-7 ( 第 101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626-325-213-4 (第 102 冊:平
裝) 普遍級
妖怪鳴歌錄 Formosa: 唱遊曲/何敬堯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0-396-4 (PDF) 普遍級
完全迴避補師的異世界軌跡/ぷにち
ゃん作; 王仁鴻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554-9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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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勤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9-65-4 (EPUB) 普遍級
我在大乾修長生/蕭舒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174-8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75-5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76-2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77-9
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我依然是我/喬喬.莫伊絲(Jojo Moyes)
著; 歸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41-9 (PDF) NT$580 普遍
級
我依然是我/喬喬.莫伊絲(Jojo Moyes)
著; 歸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42-6 (EPUB) NT$580 普
遍級

我的女友是老師. 6/鏡遊作; 陳柏伸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66-5 (EPUB)
普遍級

*沉劍焚舟. 上冊/郎中令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9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我的世界級榮耀/烏雲冉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335-1 (PDF)
普遍級

沉默的十字架/費歐娜.巴頓作; 吳宗
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89-2 (EPUB) 普遍級

我的世界級榮耀. 下/烏雲冉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334-4
(PDF) 普遍級

沉 默 的 希 臘 少 女 / 派 特 . 巴 克 (Pat
Barker)著; 呂玉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58-7 (PDF) 普遍級

我的世界級榮耀. 上/烏雲冉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333-7
(PDF) 普遍級

沒有你的晚餐時間/兔子說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7-7-0
(EPUB) 普遍級

我的鄰居有陰陽眼: 廣播劇 劇本書/
季堤, 小三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季
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9572-9 (EPUB) 普遍級

男 女 之 間 存 在 純 友 情 嗎 ?( 不 , 不 存
在!). Flag 1, 不然到三十歲還單身就
跟我在一起吧?/ 七菜なな作 ; 黛西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37-4 (EPUB) 普遍級

我是鍊金術師,自重這種常識被我丟
進垃圾桶了。/夏月涼作; 徐維星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51-8 (第 2 冊:
平裝) 普遍級
我們的感情校正後不必回歸/明星煌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733-8 (EPUB) 普遍級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149-6 (第 6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164-9 (第 64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84-7 (第 6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18-9 (第 66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47-9
(第 6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48-6 (第 68 冊:平裝) 普遍級
我 與家事員 的模擬性 愛遊戲 / 瀝青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1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279-8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/夏曼.藍波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514-7 (EPUB) 普遍級
*沉劍焚舟. 下冊/郎中令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39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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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克爾的奇幻傳說/楊雅媛, 劉碧交,
陳麗玲編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冠
唐國際圖書, 11012 .-- 79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622-0-6 ( 平 裝 )
NT$440 普遍級
*乳虎雛龍. 第一冊/魯傖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71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乳虎雛龍. 第二冊/魯傖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67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乳虎雛龍. 第三冊/魯傖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78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妾本嬌悍/梨花白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信昌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53-89-9 (第 1 卷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86-0753-90-5 (第 2 卷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912 (第 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86-0753-92-9 (第 4 卷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986-0753-93-6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
孟婆湯/唐慧芳著 .-- 新北市 : 唐慧芳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599-6 (PDF) 普遍級
孤王寡女/姒錦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511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290 .- ISBN 978-626-311-512-5 (第 5 冊:平
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311-5132 (第 6 冊:平裝) NT$290 普遍級
*孤雁驚魂. 第一冊/鳴雷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45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孤雁驚魂. 第二冊/鳴雷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52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孤雁驚魂. 第三冊/鳴雷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46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孤雁驚魂. 第五冊/鳴雷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44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孤雁驚魂. 第四冊/鳴雷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48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往後餘生/悍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悍兔, 11012 .-- 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98-5-9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*拐俠. 下冊/高皐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97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拐俠. 上冊/高皐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6-0 (PDF)
NT$300 普遍級
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/三河ごーすと
作 ; 呂 郁 青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4092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8410-8 (第 7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
遍級
*武魄. 下冊/司徒嬿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58-8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9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武魄. 上冊/司徒嬿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57-1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*金石盟. 第二冊/向夢葵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8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法師三定律. 2, 被騷靈包圍的魔法廢
棄物分解員/笑獅拔劍著.繪 .-- 1 版 .- 臺北市 : 笑獅拔劍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79-8 (EPUB)
普遍級

*金石盟. 第三冊/向夢葵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2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法師三定律. 3, 魔話接線生的詛咒傳
輸工程/笑獅拔劍著.繪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笑獅拔劍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580-4 (EPUB) 普遍
級
法師三定律. 4, 航向異界的魔法鮪釣
船/笑獅拔劍著.繪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笑獅拔劍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581-1 (EPUB) 普遍級
牧羊少年奇幻之旅/保羅.科爾賀
(Paulo Coelho)著; 恩佐繪圖; 周惠玲
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33-4 (PDF) 普遍級
牧羊少年奇幻之旅/保羅.科爾賀
(Paulo Coelho)著; 恩佐繪圖; 周惠玲
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34-1 (EPUB) 普遍級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25-183-0 (第 5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25-245-5 (第 5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246-2 (第 52 冊:平裝) 普
遍級
*虎林飄香. 第一冊/高皐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7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虎林飄香. 第二冊/高皐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11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虎林飄香. 第三冊/高皐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17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石盟. 第一冊/向夢葵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158

*金劍飛虹. 下冊/墨餘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2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劍飛虹. 上冊/墨餘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3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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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2-54-0 (PDF) NT$460 普遍級
*青燈白虹. 下冊/伴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40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青燈白虹. 上冊/伴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31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前男友的遺書/新川帆立作; 王蘊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86-1 (EPUB) 普遍級
待到月盞花綻放那天/貓邏作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546-4 (第 2 冊:平裝)
限制級
後山怪咖醫師與那些奇異病人/李惟
陽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00-3 (PDF) 普遍級
怒犯千金妻/楓橋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58-498-0 (EPUB) 普遍級
*怒漢. 第一部/孤芳客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60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怒漢. 第二部/孤芳客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0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皇帝的獨生女. 3/YUNSUL 作; [蔡宛
育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知翎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87-371-2 (PDF) 普遍級

*怒漢. 第三部/孤芳客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2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美好少女的垂直社會/巫玠竺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30-7 (PDF)
普遍級

*恨世情魔. 下冊/易樵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60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美麗的約定/亞蘭.傅尼葉著; 李棣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20-4 (PDF) 普遍級

*恨世情魔. 上冊/易樵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59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美麗的約定/亞蘭.傅尼葉著; 李棣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21-1 (EPUB) 普遍級

既然世界變成怪物橫行, 那只好隨心
所欲的生活下去. 3/よっしゃあっ!
作 ; 李 殷 廷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41-0 (EPUB) 普遍級

苦木逢春/小箐嵐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6280-4 ( 平 裝 )
NT$250 限制級

星門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51-9 (第 1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66-3 (第 1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87-8 (第 1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55-4
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56-1 (第 20 冊:平裝) 普遍級
*洪熙官大鬧峨嵋山. 第一冊/我是山
人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3-40-3 (PDF) NT$300 普遍
級
*洪熙官大鬧峨嵋山. 第二冊/我是山
人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3-54-0 (PDF) NT$300 普遍
級
*洪熙官大鬧峨嵋山. 第三冊/我是山
人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3-42-7 (PDF) NT$300 普遍
級
*洪熙官大鬧峨嵋山. 第四冊/我是山
人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3-84-7 (PDF) NT$300 普遍
級

*英雄劫. 第一冊/孤芳客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51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英雄劫. 第二冊/孤芳客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48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英雄劫. 第三冊/孤芳客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3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英雄劫. 第四冊/孤芳客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4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重生之老婆不換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39-1 (PDF)
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15-4 (EPUB)
普遍級
食鏽末世錄. 4, 業花帝冠,花束之劍/
瘤久保慎司作; 馮鈺婷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49-7 (EPUB)
普遍級
*借我錢!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
製肉本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85-3-1 (EPUB) NT$200 限
制級
娘子萬安/雲霓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信昌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53-94-3 (第 1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86-0753-95-0 (第 2 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96-7 (第
3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0753-97-4 (第 4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86-0753-98-1 (第 5 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99-8 (第
6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6267107-00-3 (第 7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626-7107-01-0 (第 8 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626-7107-02-7 (第
9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6267107-03-4 (第 10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626-7107-04-1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朕/王梓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25-155-7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25-156-4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172-4 (第 8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93-9 (第 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34-9 (第 10
冊:平裝) 普遍級
氧氣. 下/Chesshire 作; [烤鴨的鴨譯]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408-8
(PDF) 限制級

重生替身嬌妻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749-0 (PDF) 普遍級

氧氣. 上/Chesshire 作; [烤鴨的鴨譯]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407-1
(PDF) 限制級

重生替身嬌妻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752-0 (EPUB) 普遍
級

浪漫文學: 紅樓夢與四大崑劇/朱嘉
雯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455-9 (PDF) NT$320 普遍級

*食肉的土丘/班與唐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

海神的女兒/梅洛琳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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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626-332-008-6 (EPUB)
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50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ISBN 978-626-311-510-1 (第 50 冊:平
裝) NT$190 普遍級

烈 火 真 相 / 坎 德 拉 . 艾 略 特 (Kendra
Elliot)著; 康學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奇幻基地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4-18-1 (EPUB) 普遍級

*迷宮血劍. 第三冊/金童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6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偷心的代價/梓云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58-499-7 (EPUB) 普遍級

*狼形八劍. 第一冊/古如風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13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. 下集, 神祕
咒語/大衛米奇(David Michie)著; 王詩
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38-9 (PDF) 普遍級

*狼形八劍. 第二冊/古如風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10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狼形八劍. 第三冊/古如風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12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162-5 (第 6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181-6 (第 64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16-5 (第 65 冊:平
裝) 普遍級
*胭脂寶刀. 下冊/高庸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0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胭脂寶刀. 上冊/高庸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1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逆流而上: 人生勵志五部曲/王薀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善聞文化創意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74-7-9 (PDF) 普遍級
逆流而上: 人生勵志五部曲/王薀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善聞文化創意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74-8-6 (EPUB) 普遍級
逆時偵查. 1, 時間迴圈的陷阱/張小
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579-3 (EPUB) 普遍級
*迷宮血劍. 第一冊/金童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49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迷宮血劍. 第二冊/金童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

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. 下集, 神祕
咒語/大衛米奇(David Michie)著; 王詩
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40-2 (EPUB) 普遍級
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. 上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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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37-2 (PDF) 普遍級
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. 上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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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39-6 (EPUB) 普遍級
高度狂熱/橫山秀夫作; 葉廷昭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809-5 (EPUB)
普遍級
鬼滅之刃. 潛入遊郭大作戰篇/吾峠
呼世晴原作; 松田朱 夏作 ; 黃健育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18-4 (平
裝) 普遍級
做自己,為什麼還要說抱歉?/林依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67-9
(EPUB) 普遍級
做自己,為什麼還要說抱歉?/林依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68-6
(PDF) 普遍級
偷天修羅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507-1 ( 第 47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508-8 (第
48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509-5 (第 49 冊:平裝) NT$190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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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心仙緣/蒙面怪客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96-0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97-7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98-4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99-1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堂吉訶德: (首部從西班牙語原文譯
出的華文全譯本)(譯者楊絳 110 歲冥
誕紀念典藏版)/塞萬提斯(Miguel de
Cervantes Saavedra)著; 楊絳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59-4 (PDF)
普遍級
堂吉訶德: (首部從西班牙語原文譯
出的華文全譯本)(譯者楊絳 111 歲冥
誕紀念典藏版)/塞萬提斯(Miguel de
Cervantes Saavedra)著; 楊絳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56-3 (EPUB)
普遍級
婦功/鄭妍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493-5 (EPUB) 普遍級
婦言/嵐靜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494-2 (EPUB) 普遍級
婦容/丹菁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495-9 (EPUB) 普遍級
婦德/蘇浣兒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496-6 (EPUB) 普遍級
將門毒妃/元寶兒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信昌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7107-14-0 ( 全 套 : 平 裝 ) .-- ISBN
978-626-7107-13-3 ( 第 4 卷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626-7107-12-6 (第
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6267107-11-9 (第 2 卷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626-7107-10-2 (第 1 卷: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崑崙天尊/怕辣的紅椒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192 面;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236-3 (第
5 冊:平裝) 普遍級
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。/冬原
パトラ作; 吳苾芬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5525 (第 2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8553-2 (第 25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
遍級

*混元密錄. 第二冊/慕容美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06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混元密錄. 第三冊/慕容美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14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從小在一起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郵 : 製肉本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185-2-4
(EPUB)
NT$200 限制級

淫奇妙之噬夢者. 1/雪凡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09-4
(EPUB)
NT$125 限制級

從此以後/夏目漱石著; 林皎碧譯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08-4 (PDF)
NT$380 普遍級

淫奇妙之噬夢者. 2/雪凡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10-0
(EPUB)
NT$125 限制級

從此以後/夏目漱石著; 林皎碧譯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09-1 (EPUB)
NT$380 普遍級

淫奇妙之噬夢者. 3/雪凡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11-7
(EPUB)
NT$125 限制級

御獸王/輕泉流響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70-0 (第 10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91-5 (第 1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57-8 (第 1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58-5
(第 13 冊:平裝) 普遍級

淫奇妙之噬夢者. 4/雪凡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12-4
(EPUB)
NT$125 限制級

*情俠雙姝. 第一冊/金陵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50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情俠雙姝. 第二冊/金陵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47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情俠雙姝. 第三冊/金陵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38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晚安,糖果屋/徐珮芬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啟明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210-1-2 (EPUB) 普遍級
棄宇宙/鵝是老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490-6 ( 第 24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91-3 (第
2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492-0 (第 26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493-7 (第 27 冊:平
裝) NT$190 普遍級

淫奇妙之噬夢者. 5/雪凡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13-1
(EPUB)
NT$125 限制級
淫奇妙之噬夢者. 6/雪凡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14-8
(EPUB)
NT$125 限制級
異世界悠閒農家. 9/內藤騎之介作;
Seek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39-8 (EPUB) 普遍級
第一次告白: 短篇小說集= First love
confession/悍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悍兔, 1101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98-6-6 (平裝) NT$320 限
制級
第五證人/寧悅淩作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425-3 (EPUB) 普遍級
第五證人/寧悅淩作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445-1 (PDF) 普遍級
莫名成為邪龍的五千歲草食龍. 3, 這
孩子是趕著送死嗎?/榎本快晴作; 劉
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40
161
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587 (平裝) 普遍級
貪婪之羊/美輪和音著; 王華懋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3-29-2
(EPUB) 普遍級
軟玉生香/月下無美人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1-476-0 (第 3 冊:平裝)
NT$2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77-7 (第
4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311-478-4 (第 5 冊:平裝) NT$290 .-ISBN 978-626-311-479-1 (第 6 冊:平裝)
NT$290 普遍級
都市偷香賊. 21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15-5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都市偷香賊. 22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16-2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都市偷香賊. 23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17-9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*陰陽界. 第一冊/陳中平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82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陰陽界. 第二冊/陳中平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86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陰陽界. 第三冊/陳中平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81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麥田捕手(作者沙林傑誕生 100 週年
紀念版)/沙林傑(J.D. Salinger)作; 施咸
榮, 祁怡瑋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77-7 (EPUB) 普遍級
最後書: 苦苓的餘生日記/苦苓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15-0
(PDF) NT$350 普遍級
最後書: 苦苓的餘生日記/苦苓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16-7
(EPUB) NT$350 普遍級
最強贅婿/沉默的糕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1-523-1 (第 59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248 (第 60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525-5 ( 第 61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26-2 (第
62 冊: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喜鵲迷情. 3, 飛翔/KJ 查爾斯作; [康學
慧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94-406-4 (PDF) 普遍級
寒門修仙傳/豬哥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521-7 ( 第 16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22-4 (第
17 冊: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富萍/王安憶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73-9 (EPUB) 普遍級
尋歡作樂/威廉.薩默塞特.毛姆作; 林
步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69-2 (EPUB) 普遍級
湖骨/陳泓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54-9 (PDF) NT$400 普遍
級
湖骨/陳泓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55-6 (EPUB) 普遍級
*無影劍. 第一冊/孫玉鑫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7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無影劍. 第二冊/孫玉鑫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1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無影劍. 第三冊/孫玉鑫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15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畫夢紀/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521-5 (EPUB) 普遍
級

發光白鳥的洞穴/姚若潔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30-2 (EPUB)
普遍級
盜天傳說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52-6 (第 1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88-5 (第 1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89-2 (第 1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22-6
(第 1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23-3 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224-0 (第 20 冊:平裝) 普遍級
絕世家族/傲無常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42-7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43-4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44-1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45-8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絕世神醫/油炸花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503-3 ( 第 3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04-0 (第
3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05-7 (第 39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506-4 (第 40 冊:平
裝) NT$180 普遍級
絕美魔力 1-3 合輯/黎芭.布瑞(Libba
Bray)著; 呂玉嬋, 黃琪瑩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44-3-0 (EPUB)
普遍級
菊花如何夜行軍/鍾永豐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2-9-7 (PDF)
NT$294 普遍級
菊花如何夜行軍/鍾永豐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6-0-4 (EPUB)
NT$294 普遍級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50-2 (第 3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85-4 (第 3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19-6 (第 3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49-3
(第 3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50-9 (第 36 冊:平裝) 普遍級
*雲海爭奇記. 第一冊/還珠樓主原
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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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65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雲海爭奇記. 第二冊/還珠樓主原
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58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雲海爭奇記. 第三冊/還珠樓主原
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46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黃金召喚師/醉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65-6 (第 18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86-1 (第 1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21-9 (第 20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53-0
(第 2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54-7 (第 22 冊:平裝) 普遍級
傳說裡的心理學. 1, 變形與狐仙/鐘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94-5 (EPUB) 普遍級
傳說裡的心理學. 1, 變形與狐仙/鐘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95-2 (PDF) 普遍級
傳說裡的心理學. 2, 異婚與冥戀/鐘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96-9 (EPUB) 普遍級
傳說裡的心理學. 2, 異婚與冥戀/鐘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97-6 (PDF) 普遍級
*傳燈錄. 下冊/溫玉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8-9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傳燈錄. 上冊/溫玉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32-6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傳燈錄. 中冊/溫玉原著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30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嫁給理想/非楊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驛鯨文化, 11101 .-- 18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10-0-2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
愛人蒸他的睡眠/陳顥仁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0-393-3 (PDF) 普遍級
愛在雪花飄揚時/梅洛琳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91-6
(EPUB) 普遍級
愛無禁忌/呂希晨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58-492-8 (EPUB) 普遍級
新妹魔王的契約者. 13/上栖綴人作;
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46-6 (EPUB) 限制級
極道之主/烽仙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195-3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261-5 (第 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62-2 (第 7 冊:平裝)
普遍級
毀滅仙王/乘風御劍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04-2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05-9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06-6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07-3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煙街/沐羽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4-107-0 (PDF) 普遍級
煙街/沐羽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4-115-5 (EPUB) 普遍級
*萬里飛虹. 下冊/伴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5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萬里飛虹. 上冊/伴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8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148-9 (第 8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61-8 (第 8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80-9
(第 8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15-8 (第 8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241-7 (第 8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25-242-4 (第 87 冊:平裝) 普遍級

萬華仙道/小龍捲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527-9 ( 第 29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28-6 (第
30 冊: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*罪劍. 第一冊/高庸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3-4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罪劍. 第二冊/高庸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0-3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罪劍. 第三冊/高庸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4-1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罪劍. 第四冊/高庸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19-7 (PDF)
NT$300 普遍級
聖劍學院的魔劍使/志瑞祐作; 王仁
鴻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8548-8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8549-5 (第 6 冊:
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遍級
*落日刀. 第二冊/蕭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1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落日刀. 第三冊/蕭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62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詭軼紀事. 肆, 喪鐘平安夜/DIV 另一
種聲音, 星子, 龍雲, 笭菁作 .-- 臺北
市 : 嗨森數位文創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605-75-6 (EPUB)
普遍級
道行天下/八寶飯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69-4 (第 1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26-4 (第 1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27-1 (第 1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28-8
(第 1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29-5 (第 15 冊:平裝) 普遍級
道祖,我來自地球/烏山雲雨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25-159-5 (第 30
163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79-3
(第 3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239-4 (第 3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240-0 (第 33 冊:平裝) 普遍級
*鼎沸中原. 下冊/南宮烈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04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鼎沸中原. 上冊/南宮烈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9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演員的職業操守. 下/林落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177-8-7
(EPUB) 普遍級
熊熊勇闖異世界. 15/くまなの作; 王
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48-0 (EPUB) 普遍級
*碧血金戈. 下冊/冷楓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36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碧血金戈. 上冊/冷楓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33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翟少的念念不忘/菲比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40-7 (EPUB)
普遍級
翟少的念念不忘/菲比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41-4 (PDF)
普遍級
舞面真面與面具少女/野崎まど著;
黛西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45-9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1, 靈武天下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36-2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2, 幽蛇迷蹤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37-9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3, 南璃七將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35-5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4, 蘭緹秘境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38-6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5, 靈石之謎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34-8 (EPUB) 普遍級
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
過去成了傳說。. 4/えぞぎんぎつね
作 ; 陳 柏 安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55-7 (EPUB) 普遍級
齊瓦哥醫生的祕密信差/拉娜.普瑞斯
考(Lara Prescott)著; 力耘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臉譜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315-065-2
(EPUB)
NT$294 普遍級
劍仙在此/亂世狂刀 01 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147-2 (第 7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60-1 (第 7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14-1
(第 73 冊:平裝) 普遍級
*劍底情仇. 下冊/伴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2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底情仇. 上冊/伴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90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氣沖宵錄. 第一冊/白虹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56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氣沖宵錄. 第二冊/白虹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51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氣沖宵錄. 第三冊/白虹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33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氣沖宵錄. 第四冊/白虹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3-55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劍海蛟龍. 下冊/冷楓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35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海蛟龍. 上冊/冷楓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38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廢土走私商第二部/浮兮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167-0 (第
10 冊:平裝) 普遍級
撒旦之舞/E 伯爵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旭儒, 11103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364-9-8 ( 精 裝 )
NT$580 普遍級
請君擷金葉/遠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信昌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7107-05-8 (第 1 卷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626-7107-06-5 (第 2 卷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626-7107-072 (第 3 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626-7107-08-9 (第 4 卷:平裝) NT$250 .- ISBN 978-626-7107-09-6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請對自己好一點: 平息內在風暴的善
待之書/蘿拉.希爾伯斯坦-蒂奇著; 翁
雅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9-712-0 (EPUB) NT$266 普遍級
賞金獵手/蝦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494-4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495-1 (第
1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496-8 (第 19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497-5 (第 20 冊:平
裝) NT$180 普遍級
靠著魔法藥水在異世界活下
去!/FUNA 作; 王昱婷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55-6 (第 5 冊:平裝) 普遍
級
靠廢柴技能(狀態異常)成為最強的
我將蹂躪一切/篠崎芳作; 王昱婷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8563-1 (第 8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57-26-8564-8 (第 8 冊:平裝
首刷限定版) 普遍級
餘生有你,甜又暖/囧囧有妖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1 .-164

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480-7 (第 4 冊:
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311481-4 (第 5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
978-626-311-482-1 ( 第 6 冊 : 平 裝 )
NT$290 普遍級
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.
11, 壽喜燒 x 戰鬥的定理/江口連作;
黃則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559-4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957-268560-0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遍級
親愛的不完美人生/安娜.荷普著; 黃
意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399-6 (EPUB) 普遍級
貓/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7-516-1 (EPUB) 普遍級
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(暢銷紀念版)/
艾琳.杭特(Erin Hunter)著; 迪特.霍爾
(Dieter Hörl), 約 翰 . 韋 伯 (Johannes
Wiebel)繪; 高子梅, 謝雅文, 韓宜辰
譯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20-064-7 (全套:
平裝) NT$1500 普遍級
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. 1/天野明作;
賴思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52-9 (PDF) 普遍級
龍王的工作!. 13/白鳥士郎作; 王昱婷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67-2 (EPUB)
普遍級
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. 10/岬著; 簡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840-6
(PDF) 普遍級
獲得超弱技能(地圖化)的少年跟最
強隊伍一起挑戰迷宮. 5/鴨野うどん
作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257-1 (EPUB) 普遍級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世界了. 4/あし作; 某 Y 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258-8 (EPUB) 普遍級
獵凶/安.費瑟(Anne Frasier)作; 林零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70-4 (EPUB) NT$280 普遍級

轉生貴族的異世界冒險錄: 不知自重
的眾神使徒/夜州作; 龔持恩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565-5 (第 2 冊:平
裝) 普遍級
醫道通天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200-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201-1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02-8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03-5 (第 4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63-9 (第 5
冊:平裝) 普遍級
雙子. 下冊/宋亞樹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光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3-73-0 (EPUB) 普遍級
雙子. 上冊/宋亞樹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光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3-72-3 (EPUB) 普遍級
雙面巨星/滅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朧
月書版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53-6-9 (EPUB) 普遍級
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. 19/愛
七ひろ作; 九十九夜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247-3 (EPUB) 普遍
級
鏡界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
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11-529-3 (第 21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530-9 (第 22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5316 (第 2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532-3 (第 24 冊:平裝) NT$190
普遍級
鏡淵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73-1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94-6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35-6 (第 7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59-2 (第 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60-8
(第 9 冊:平裝) 普遍級
鏈鋸人 最佳拍檔/藤本タツキ原作;
菱川さかく作; 陳士晉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2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47-1 (平裝) 普遍級
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
廢柴這件事. 3/佐伯さん作; 郭蕙寧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468-9 (EPUB)
普遍級
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25-7
(第 15 冊:平裝) 普遍級

難得拿到外掛轉生至異世界,就想要
隨心所欲過生活/ムンムン作; 林佳
祥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426 (第 3 冊:平裝) 限制級

*魔塔. 第一冊/曹若冰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66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繽紛生 命知多少 ?/ 徐基東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88-2 (PDF)
普遍級
躁鬱宇宙: 黃海科幻小說精選/黃海
作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32-7
(EPUB) 普遍級
續.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: 魔法人聯
社. 1/佐島勤作; 哈泥蛙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38-1 (EPUB)
普遍級
*鐵腕書生. 第一冊/隆中客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16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鐵腕書生. 第二冊/隆中客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25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鐵腕書生. 第三冊/隆中客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18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霸總的契約情人/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42-1 (EPUB)
普遍級
霸總的契約情人/可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43-8 (PDF)
普遍級
*霹靂刀/高皐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
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27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魔界霸主/點精靈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153-3 (第 1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168-7 (第 1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190-8 (第 14
165

*魔塔. 第二冊/曹若冰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59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塔. 第三冊/曹若冰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55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塔. 第四冊/曹若冰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52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權力製造/柯映安作 .-- 臺北市 : 鏡文
學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4-35-2 (PDF) NT$265 普遍級
歡喜記事/木嬴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472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290 .- ISBN 978-626-311-473-9 (第 4 冊:平
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311-4746 (第 5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626-311-475-3 (第 6 冊:平裝) NT$290
普遍級
聽雪譜. 13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1-18-6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聽雪譜. 14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1-19-3 (EPUB) NT$125 限制級
讀女人/陳玉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903-4 (PDF) NT$390 普遍
級
讀女人/陳玉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904-1 (EPUB) NT$390 普
遍級
戀愛不怕丟臉/月村奎作; 呂郁青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246-5 (EPUB) 限制
級
竊取本書者將會.../深綠野分作; 林于
楟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皇 冠 ,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843-7 (PDF) NT$266 普遍級
*驚夢紅塵. 下冊/梅山遊龍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34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驚夢紅塵. 上冊/梅山遊龍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37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鷹爪王. 第一冊/鄭證因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75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鷹爪王. 第七冊/鄭證因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66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鷹爪王. 第二冊/鄭證因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62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鷹爪王. 第八冊/鄭證因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73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鷹爪王. 第三冊/鄭證因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83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鷹爪王. 第五冊/鄭證因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64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鷹爪王. 第六冊/鄭證因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80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鷹爪王. 第四冊/鄭證因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76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鸛鸞雙飛. 第一冊/凝君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87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鸛鸞雙飛. 第二冊/凝君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65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鸛鸞雙飛. 第三冊/凝君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72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無瞳之眼. 4/風花雪悅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64-1 (EPUB)
普遍級

*鸛鸞雙飛. 第四冊/凝君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3-63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無瞳之眼. 5/風花雪悅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65-8 (EPUB)
普遍級

緋 紅 天 空 之 下 / 馬 克 . 蘇 利 文 (Mark
Sullivan)作; 甘鎮瓏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423-9 (EPUB) 普遍級

*鄭森. 下卷: 焚服!從此便是國姓孤
臣/朱和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7-530-7 (EPUB) 普遍級

緋 紅 天 空 之 下 / 馬 克 . 蘇 利 文 (Mark
Sullivan)作; 甘鎮瓏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443-7 (PDF) 普遍級

*鄭森. 上卷: 大明命脈的危局/朱和
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
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528-4 (EPUB) 普遍級

那界 Somewhere we belong: 張芳慈詩
集/張芳慈作; 陳徵蔚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雅文創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5-7-7 (EPUB)
NT$280 普遍級

*鄭森. 中卷: 黨爭,國破方休/朱和之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529-1 (EPUB) 普遍級

空間筆記: 陳皓詩集 1½/陳皓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雅文創事業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5-8-4
(EPUB) NT$256 普遍級
為了下一次的重逢/陳義芝著 .-- 增訂
一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92-6 (PDF)
普遍級
舒蘭河上: 臺北水路踏查/謝海盟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518-5 (EPUB) 普遍級
Caged 偏執迷戀/俺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57-3 (EPUB)
限制級
人機互動. 下/唇亡齒寒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59-7 (EPUB)
普遍級
人機互動. 上/唇亡齒寒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58-0 (EPUB)
普遍級
無瞳之眼. 3/風花雪悅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63-4 (EPUB)
普遍級
166

*我再也進不了山裡的故事/夜行列
車作; [Unlin 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知翎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7-372-9 (PDF) 普遍級
*放學後/東野圭吾作; 張秋明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73-24-7
(EPUB) 普遍級
*當祈禱落幕時/東野圭吾作; 劉姿君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73-25-4 (EPUB) 普遍級
皇帝的獨生女. 4/YUNSUL 作; [蔡宛
育譯]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知翎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87-373-6 (PDF) 普遍級
符與青狐. 下/散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4-61-0 (EPUB) 普遍
級
符與青狐. 上/散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4-60-3 (EPUB) 普遍
級
符與青狐. 中/散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4-62-7 (EPUB) 普遍
級
新兵生活教練/吳佳駿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
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13-0
(EPUB) 普遍級
遊戲結束之前. 4, 絕望禁止/草子信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4-66-5 (EPUB) 普遍級

0-6 歲親子互動萬用英文: 一天一句,
只要會這 100 句型,就能應付日常生
活大小事/高仙永, 金聖姬著; 魏詩珈
譯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202-4 (PDF)
普遍級

遊戲結束之前. 5, 死亡禁止/草子信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4-67-2 (EPUB) 普遍級

0.018 秒: 隱匿詩集/隱匿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小小書房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63-4-4 (PDF)
普遍級

箱庭魔女夏日騷動.下/午夜藍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69-6
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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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11-3 (EPUB)
普遍級

箱庭魔女夏日騷動.上/午夜藍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68-9
(EPUB) 普遍級
絕美魔力/黎芭.布瑞(Libba Bray)著;
呂玉嬋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識圖
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97-8-2 (EPUB) 普遍級
絕美魔力. II, 叛變天使 /黎芭.布瑞
(Libba Bray)著; 黃琪瑩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97-9-9 (EPUB)
普遍級
絕美魔力. III, 遠美之境/黎芭.布瑞
(Libba Bray)著; 黃琪瑩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識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44-0-9 (EPUB)
普遍級

其他
*<<不藥而癒. 3>>有聲書. 第 3 輯/王
怡仁主講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
化, 11101 .-- 約 57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7-48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普遍級
(新譯)岡本加乃子的藝術家庭/岡本
加乃子原作; 玉雨愚朗讀 .-- 臺北市 :
尚儀數位學習, 11012 .-- 約 311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70-5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300 普遍級
(新譯)林芙美子的愛情剖面/林芙美
子原作; 萬姿妤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
數位學習, 11012 .-- 約 327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71-2 (線上有
聲書(MP3)) NT$300 普遍級

121 個人門訓手冊= One 2 one/萬民教
會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基督
教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, 11012 .-4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181-1 (平裝) 普遍級
140 張圖學會分時 K 線短線暴賺: 追
漲強勢股 X 參與題材龍頭股 X 補漲
股啟動時買入 X 短期大漲 30%賣出/
陳培樹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4-72-8 (PDF) 普遍級

*2022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
/孫明德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經
院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93-107-8 (PDF) NT$6000 普遍級
2025 元宇宙趨勢/沈載宇(심재우)著;
林侑毅, 楊筑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687-0 (PDF) 普遍級
2025 元宇宙趨勢/沈載宇(심재우)著;
林侑毅, 楊筑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695-5 (EPUB) 普遍級
21 世紀汽車革命: 電動車全面啟動,
自駕車改變世界/馬里奧.赫格(Mario
Herger)著; 李芳齡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星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03-5-2 (EPUB) 普遍
級
21 世紀初詩詞/林志成著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林志成, 11011 .-- 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76-7 (平裝)
普遍級
24 個 Kimi: 張雅涵寫真: 你的女朋友.
2/張雅涵作; 莉奈攝影 .-- 臺北市 : 滾
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0-2-4 (PDF)
普遍級

1776 革命未竟之地: 煙硝、貿易與生
態瓦解,不為人知的美洲史/克勞迪奧.
桑特(Claudio Saunt)著; 羅亞琪譯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84-2
(EPUB) NT$343 普遍級

30n 次方: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
系國際交流專輯/林曉瑛 Sally,Lin, 何
信坤 Quen,Ho, 宮保睿 Paul,Gong 編
輯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,
11012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29-421-1 (平裝) 普遍級

2021 ICT 產業白皮書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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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資策會產研所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81-852-4 (PDF) 普遍級

3D 設計原則、流程與設計案介紹=
Introduction to three-dimensional design
principles, processes, and projects/金柏
莉 . 埃 蘭 (Kimberly Elam) 作 ; 吳 彥 宜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溪國際圖書,
11101 .-- 16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314-9-9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
2021 ICT 產業白皮書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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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資策會產研所, 1101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51-7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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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個人格原型: 從神話模型到心理分
析,幫助你了解人性,並打造獨一無二
的角色與故事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
研究所作; 林晏伶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
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89-560-1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5 天學會 KK 音標.自然發音/施孝昌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12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4-68-3
(PDF) 普遍級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8-038-0 (PDF) 普遍級

11101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469-30-5 (第 6 冊:平裝) 普遍級

65 後的春天.仁風壽無畏 錦福幼華堂
/黃棋楓, 柯雅菱, 范欣華, 陳立芃編
輯 .-- 臺北市 : 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,
11101 .-- 6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4839-4-0 (平裝) NT$425 普遍級

*AWS CDK 完全學習手冊: 打造雲端
基礎架構程式碼 IaC/林侃賦(Clarence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985-2 (PDF) 普遍級

Dr.STONE 新石紀. 18/稲垣理一郎原
作; Boichi 作畫; 吳勵誠譯 .-- 1 版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26-8463-4
(EPUB)
NT$55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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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3-3839-0 (PDF) 普遍級

*AWS CDK 完全學習手冊: 打造雲端
基礎架構程式碼 IaC/林侃賦(Clarence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993-7 (EPUB) 普遍級

*DRAGONFRAME 定格動畫國際認
證/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, 吳彥杰,
廖珮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986-9 (PDF) 普遍級

*BMW 寶馬的王者之路 /詹鎮川編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5-1-1 (PDF)
NT$280 普遍級

*DRAGONFRAME 定格動畫國際認
證/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, 吳彥杰,
廖珮妤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994-4 (EPUB) 普遍級

ADAM: 林 冠 宇 同 名 寫 真 / 林 冠 宇
Adam 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18-5 (平裝) 普遍級
Adapt and transform: the art of selfhealing/Jessie Li, Hung Lee 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00-9 (PDF)
普遍級
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
finance and accounting. volume 18/editor
Cheng F. Lee .-- 新北市 : Ainosco Press,
11012 .-- 24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286-77-3 (平裝) 普遍級
Ah-Tai's heirloom/by Hwaitai Chen
Lam .-- 臺北市 : 陳懷台, 11012 .-- 39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023 (平裝) 普遍級
AI 時代的數位傳播素養教育/王維菁,
林玉鵬, 王俐容, 劉慧雯, 黃俊儒, 曹
家榮, 林富美, 戴昀, 胡元輝, 鄭宇君,
劉雅雯, 葉子揚, 傅思凱, 周昆璋, 傅
文成, 羅世宏, 蔡蕙如, 蔡柏宏, 張玉
佩, 陳維平, 陳順孝, 蔣旭政, 張季桓,
謝宜樺著; 王維菁, 林玉鵬, 王俐容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80-1
(PDF) NT$490 普遍級
Amy の 私 人 廚 房 : 你 今 天 喝 湯 了
嗎?/Amy(張美君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6-32-6 (EPUB) 普遍
級
Amy の 私 人 廚 房 : 你 今 天 喝 湯 了
嗎?/Amy(張美君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幸福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6-34-0 (PDF) 普遍級
Android 程式設計與應用/陳會安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
*C++程式設計的樂趣: 範例實作與
專 題 研 究 的 程 式 設 計 課 /Josh
Lospinoso 著; 張耀鴻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4-054-4 (PDF) 普遍級
Case study: 個案研究/格雷姆.麥克雷.
伯內特(Graeme Macrae Burnet)作; 林
雨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69-1 (EPUB) 普遍級
Chinese writers in exile/江寶釵, 羅林
(J.B. Rollins)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
曦文創, 11012 .-- 298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04-0-0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Costco 肉料理好食提案: 百萬網友都
說讚!100 道最想吃的肉類分裝、保
存、調理包、精選食譜(暢銷修訂
版)/Amy, Rachel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創意市集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9-64-7 (EPUB) 普遍級
Crossing cinema: the diary film, the essay
film, and the voice of I/by Ming-Yu
Lee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, 11101 .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45974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CSR in Taiwan: analysis, development
and social impact/author Chao,ChungChieh .-- 臺中市 : 吉遠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8-1-4 (PDF)
普遍級
Devon's world(student book)/author
Shao-Yu Li, Pei-Kuan Lin, Kuan-Jung
Cheng, Cynthia Tarpy .-- 新北市 : 偉格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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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Drt: Google 御 用 網 頁 語 言 : 使 用
ngulr 實戰 Web 物件導向開發/劉仕文
著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75-1 (PDF)
普遍級
*ECMAScript 關 鍵 30 天 : ES5 到
ESNext 精準進擊 JS 語法與核心/Yuri
Tsai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987-6 (PDF) 普遍級
*ECMAScript 關 鍵 30 天 : ES5 到
ESNext 精準進擊 JS 語法與核心/Yuri
Tsai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995-1 (EPUB) 普遍級
Embracing the world with research and
innovation: the engagement of Taiwan in
the EU programmes/editor Taiwan
European Union Innovation and
Cooperation Platform .-- 1st ed. .-- 臺北
市 : 臺歐盟多邊科研暨創新合作推
動計畫, 11012 .-- 6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65-1-9 (平裝) 普遍
級
ESL language arts(workbook). 8/writers
Keith Beckett, Kyle J. Olsen, Frank
Leniha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11101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6-33-9 (平裝) 普遍級
ESL language arts. 8/writers Keith
Beckett, Kyle J. Olsen, Frank Lenihan .-1st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30-8 (精裝) 普遍級

Estación de oriente: Cartas desde
Taiwán/Miguel Salas Díaz .-- [初版] .-臺中市 : 佳台書店, 11012 .-- 274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3-9-7 (平
裝) 普遍級
Free from dust, light is revealed: the path
to wisdom/author Shih Cheng Yen;
translator Dharma as Water Team, Tzu
Chi USA .-- 臺 北 市 : 靜 思 人 文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24-2-8 (EPUB) 普遍級
Fun house(workbook)/chief editor Karen
Meng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1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99-94-2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99-95-9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99-96-6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9997-3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Fun house(workbook). A/chief editor
Karen Meng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
1101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9-92-8 (平裝) 普遍級
Fun house(workbook). B/editor Karen
Meng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12 .-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93-5 (平裝) 普遍級
Fun patch: The Republic of China
military emblem book/劉聲宇, 王庭萱
編著 .-- 新竹市 : 王庭萱, 11101 .-- 27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5897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Gateways to cross-cultural exchanges.
2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 )/Ching-Yi
Tien, Paul C. Talley, Yukiri Kusaka,
Mohamed Reddad, Grace Po-ting Fang
著 .-- 初版二刷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
11101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0-089-6 (菊 8K 平裝) 普遍級
Hello 了,然後呢?: 交際英語開口說!/
朱正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6-997-8 (EPUB) 普遍級
Hit 101 中文經典鋼琴百大首選(簡譜
版)/何真真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麥書國際文化, 11012 .-- 4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29-7-1 (精裝)
普遍級
How to open a flower shop/Nana Chen,
Vera Tsai, Ban 編輯 .-- 臺北市 : 莪本
設計, 11012 .-- 64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924-2-3 (平裝) 普遍級

Hungry 渴望: Noma 傳奇主廚的世界
尋味冒險,帶你深度體驗野地食材的
風味、採集與料理藝術(微說書)/漫
遊者內容研究所作; 黃詠舜朗讀 .-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68-7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IELTS 雅思必考片語/李思純, Steve
King 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4-63-8 (PDF) 普遍級
Incredible explorers/ .-- 高雄市 : 美樂
蒂文教, 11011 .-- 1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4-25-4 (平裝) 普遍
級
INPUT VIỆT 越 南 知 識 +/ISAYTEC
作 .-- 臺北市 : 羽翼實業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395-1-3 (PDF)
普遍級
INPUT VIỆT 越 南 知 識 +/ISAYTEC
作 .-- 臺北市 : 羽翼實業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3395-2-0
(EPUB) 普遍級
*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
Sustainable Technology Proceedings.
2021/editor Fu-Kun Chen .-- 臺南市 : 南
臺科大資工系, 11011 .-- 32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627-75-1 (平裝)
普遍級
ITIS 產業分析師陪你疫起掌握商機:
電子業 X 生醫業 X 食品業 X 紡織業
/王義智, 謝佩芬, 魏傳虔, 朱師右, 陳
霈萱, 林建邦, 孫以倫, 徐郁婷, 李怡
蓁, 陳麗婷, 李信宏作 .-- 臺北市 : 資
策會產研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81-853-1 (PDF) 普遍級
JR PASS 東日本= An railpass trip on
Eastern Japan/楊春龍文字.攝影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采晴出版工作室,
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00-2-2 (平裝) NT$398 普遍級
KITE Syllabus(單字句型手冊)/邱靖媛
總編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
11101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9-98-0 (平裝) NT$90 普遍級
*Knock Knock! Deep Learning: 新手入
門深度學習的敲門磚/廖珮妤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88-3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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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Knock Knock! Deep Learning: 新手入
門深度學習的敲門磚/廖珮妤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96-8
(EPUB) 普遍級
Luter's architectural hardware products:
blend of technique and design concept:
general catalogue 2022/editor-in-chief 周
志儒 Louis Chou .-- 臺中市 : 崧日企業,
11012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7845-2-9 (精裝) NT$800 普遍級
MAYBE, IT’S A REASON TO HAVE
YOU: 關於那些可能被理解或者不的
悲傷/Evita 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雅文創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095-5-3
(EPUB)
NT$200 普遍級
MSN: musician solitude novelist. 下
/JittiRain 作; MAE 繪; 舒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3-5-2
(EPUB) 普遍級
MSN: musician solitude novelist. 上
/JittiRain 作; MAE 繪; 舒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3-4-5
(EPUB) 普遍級
My abc's: Jacky & Becky/ .-- 高雄市 :
美樂蒂文教, 11012 .-- 20 面; 15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4-31-5 (平裝)
普遍級
My abc's: Mikey/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
教, 11012 .-- 20 面; 15X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4-29-2 (平裝) 普遍
級
My abc's: Tammy/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
文教, 11012 .-- 20 面; 15X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4-30-8 (平裝) 普遍
級
N3 進階課程/繁田礼二作 .-- 第 3 版 .- 臺北市 : 北市繁田塾補習班,
111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3539-9-2 (平裝) 普遍級
NEW TOEIC 必考單字片語: 突破 900
分最新秘法/張小怡, Johnson Mo 合
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4-64-5
(PDF) 普遍級
New!高中英聽一聽就懂/名師學院編
輯群作 .-- 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技,

11012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20-4-2 (平裝) 普遍級
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28-8 (平
裝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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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54-6 (PDF)
普遍級

Outstanding!: achieving excellence in
English(student's book). 3B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3 .-- 12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29-5 (平
裝) 普遍級

NLP 大神 RNN 網路: Python 原始程
式碼手把手帶你寫/李永華, 曲宗峰,
李紅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
數位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6-76-8 (PDF) 普遍級
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. 2022/鄭庭薇,
柯乃禎 Jessica KO, 林明儀 Dora LIN,
王思雅責任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亞太連線藝術, 11101 .-- 161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51-3-2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OpenCV 影像創意邁向 AI 視覺王者
歸來 Python 版/洪錦魁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79-9 (PDF)
普遍級
Outstanding!: achieving excellence in
English(student's book). 1A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3 .-- 10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24-0 (平
裝) 普遍級
Outstanding!: achieving excellence in
English(student's book). 1B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3 .-- 10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25-7 (平
裝) 普遍級
Outstanding!: achieving excellence in
English(student's book). 2A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3 .-- 112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26-4 (平
裝) 普遍級
Outstanding!: achieving excellence in
English(student's book). 2B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3 .-- 12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27-1 (平
裝) 普遍級
Outstanding!: achieving excellence in
English(student's book). 3A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3 .-- 120 面;

Outstanding!: achieving excellence in
English(student's book). 4A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3 .-- 12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30-1 (平
裝) 普遍級
Outstanding!: achieving excellence in
English(student's book). 4B/authors
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2nd ed.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3 .-- 120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31-8 (平
裝) 普遍級
Peter bear plus. book 7/黃淑芬總編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智網文教,
11012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05-49-0 (平裝) 普遍級
Phonics
pro
magic
1200(work
book)/authors Catherine Eisele, Winni
Lin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凱撒琳,
11012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06-240-8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Post-Stroke Spasticity: UltrasoundGuided
Botulinum
Toxin
Injection/Taiwan
Society
of
Neuromusculoskeletal
Ultrasound,
TNMSKUS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腦中風學會, 11012 .-- 96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4829-2-0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*Raspberry Pi 樹莓派: 12 道開胃菜打
造 Linux 核心肌群/林有容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89-0 (PDF)
普遍級
*Raspberry Pi 樹莓派: 12 道開胃菜打
造 Linux 核心肌群/林有容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997-5
(EPUB) 普遍級
Rocket abc & speak: Jacky & Becky/ .-高雄市 : 美樂蒂文教, 11012 .-- 36 面;
15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4-346 (平裝) 普遍級
170

Rocket abc & speak: Mikey/ .-- 高雄市 :
美樂蒂文教, 11012 .-- 36 面; 15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4-32-2 (平裝)
普遍級
Rocket abc & speak: Tammy/ .-- 高雄市 :
美樂蒂文教, 11012 .-- 36 面; 15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4-33-9 (平裝)
普遍級
Rocket(children's book): Jacky &
Becky/written by Joy Shyu; illustrated by
Michael Moran .-- 高雄市 : 美樂蒂文
教, 11012 .-- 6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4-26-1 (平裝) 普遍級
Rocket(children's book): Mikey/written
by Joy Shyu; illustrated by Michael
Moran .-- 高 雄 市 : 美 樂 蒂 文 教 ,
11012 .-- 6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4-27-8 (平裝) 普遍級
Rocket(children's book): Tammy/written
by Joy Shyu; illustrated by Michael
Moran .-- 高 雄 市 : 美 樂 蒂 文 教 ,
11012 .-- 6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4-28-5 (平裝) 普遍級
Spot on reading: keys to develop core
competencies. 3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版 )/Owain Mckimm, Shara Dupuis,
Richard Luhrs 著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
11103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0-092-6 (16K 平裝) 普遍級
Taiwan NOW/林曼麗總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文化臺灣基金會, 11012 .-176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531-1-2 (平裝) 普遍級
The heavenly virtue scripture of immortal
Master Guigu/by Grand Master Hunyuan
Chanshi; translated by Benjamin Penny .- 臺中市 : 唯心宗文化傳播, 11012 .-5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3485-8 (經摺裝) 普遍級
The three goats/retold Catherine Eisele,
Marco Marcoccia; Illustrated by Tank
Chien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敦煌,
11101 .-- 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06-963-5 (精裝) .-- ISBN 978-957606-964-2 (精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*This Way 看電影: 提煉電影裡的歷
史味/蔣竹山原作; 許芳寧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12 .-- 約 686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65-1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00 普遍級

*TSIEQ 2021 亞洲室內環境品質、健
康防疫與智慧生活研討會會議論文
集/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
編著 .-- 初版 .-- 台南市 : 社團法人台
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2-0-0 (PDF)
普遍級
Unbeatable truth: the 18 most frequently
asked
questions
before
being
baptized/author YANG Shi Ru .-- 高雄
市 : 格子外面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08-3-9 (EPUB)
普遍級
ZERRO 零(初版紅.複刻珍藏版): 世
界記號大全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研
究所作; 黃詠舜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
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9-569-4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19 普遍級
Zihan Weng/翁子涵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創笙國際, 11012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0-6-5 (平裝)
NT$880 普遍級
「全球化與行政治理」國際學術研
討會論文集. 2021 年第十六屆/劉宜
君, 曹瑞泰, 康才媛, 楊仁煌, 陳啟清,
林慧貞, 陳文甲, 廖雨詩等著 .-- 第一
版 .-- 桃園市 : 維高文化, 11012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127-4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「同化」的同床異夢: 日治時期臺灣
的語言政策、近代化與認同/陳培豐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62-3
(EPUB) 普遍級
「法蘭斯.德瓦爾」動物行為學經典
全套書: 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、瑪
瑪的最後擁抱、我們與動物的距離/
法蘭斯.德瓦爾(Frans de Waal)著; 楊
仕音, 林雅玲, 顧曉哲, 鄧子衿, 陳信
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66-7 (EPUB) NT$1043 普遍級
一千七百種靠近: 免付費文學罐頭.
輯 I/蕭詒徽作; 曾紫庭朗讀 .-- 臺北
市 : 鏡文學, 11012 .-- 約 33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27-7 (線上有
聲書(MP3)) 普遍級
一手即點超簡單,全身穴位雙圖解大
全/劉乃剛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
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
978-626-7085-05-9 (EPUB) NT$315 普
遍級
一如是記 As it is/Yiju Chen 編著 .-- 1
版 .-- 高 雄 市 : 陳 怡 如 ( 高 雄 市 )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46-7 (PDF) 普遍級
一年投資 5 分鐘: 打造每月 3 萬被動
收入,免看盤、不選股的最強小資理
財法/陳逸朴(小資 YP)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406-1 (EPUB) 普遍
級
一次學會 100 道世界美味涼拌常備
菜/黃經典, 葉光涵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25-8-1 (EPUB) 普遍
級
一步步跟著學!自然懂的英文文法/邱
律蒼作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99-7
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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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08-3 (EPUB) 普遍級
一鍵購買: 私營經濟體亞馬遜如何重
塑 美 國 / 艾 立 克 . 麥 吉 里 斯 (Alec
MacGillis)著; 張家綺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4-108-7 (PDF) 普遍級
一鍵購買: 私營經濟體亞馬遜如何重
塑 美 國 / 艾 立 克 . 麥 吉 里 斯 (Alec
MacGillis)著; 張家綺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4-109-4 (EPUB) 普遍
級
九成顧客全買單的腦神經行銷學: 收
買大腦,讓顧客不自覺掏錢買單,不用
「勸敗」照樣大賣/荻原一平著; 王
郁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格致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93-6-6 (EPUB) 普遍級
*人生一定要看的 18 本書/王大偉編
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5-2-8 (PDF)
NT$280 普遍級
人生必讀的博奕策略/白波, 郭興文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95-0-4 (PDF) 普遍級
171

人生成功戰術: 寄生善良、真的想成
功,你得對自己多點要求/水淼, 李剛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的文化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6-045 (全套: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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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憶雲, 宗坤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975-6 (EPUB) 普遍
級
人生轉向: 擺脫困境、探索自我、打
造你的夢想職業/艾許莉·史塔爾
(Ashley Stahl)作; 何玉方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-01-8 (PDF)
普遍級
人生轉向: 擺脫困境、探索自我、打
造你的夢想職業/艾許莉·史塔爾
(Ashley Stahl)作; 何玉方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-06-3
(EPUB) 普遍級
人性追兇: 全球 15 個絕對真實的犯
罪疑案分析紀實/何襪皮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332-0 (EPUB)
普遍級
人資人員常用法典/李聰成編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91-7 (PDF)
普遍級
人類事評論: 漫談這顆以人類為主的
星球(<<生命中的美好缺憾>>作者最
具影響力五星 Podcast 選集)/約翰.葛
林作; 甘鎮隴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22-2 (EPUB) 普遍級
人類事評論: 漫談這顆以人類為主的
星球(<<生命中的美好缺憾>>作者最
具影響力五星 Podcast 選集)/約翰.葛
林作; 甘鎮隴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42-0 (PDF) 普遍級
人類圖爻線全書 /謝頓.帕金(Chetan
Parkyn)著; 王冠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橡實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85-07-3
(EPUB)
NT$406 普遍級
十方如意: 星雲大師十方行誼與我卅
載佛光緣/陸炳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22-8 (EPUB) 普遍
級

市 : 衛城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52-16-7 (PDF) 普遍級

十方如意: 星雲大師十方行誼與我卅
載佛光緣/陸炳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23-5 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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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黃煜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衛城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52-17-4 (EPUB) 普遍級

三十而立: 政府資助表演藝術團隊關
鍵報告/鄭佳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492-4 (PDF) NT$360 普遍級

大清 八旗軍戰爭全史/李湖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626-95647-0-5 (全套:平裝)
NT$900 普遍級

三千分之一的森林: 微觀苔蘚,找回
我們曾與自然共享的語言/羅賓.沃爾.
基默爾(Robin Wall Kimmerer)作; 賴彥
如譯; 邱佩轝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
文化, 11012 .-- 約 45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9-577-9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42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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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lbert Hubbard)著; 趙雅筑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2-007-9 (EPUB) 普遍級

上帝的新群体: 与斯托得一起读以弗
所 书 / 斯 托 得 (John Stott), 卜 安 迪
(Andrew T. Le Peau)著; 达利纳译 .-- 新
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913-6 (EPUB) 普遍
級
大佛頂首楞嚴經/ .-- 新北市 : 寶嚴國
際文教圖書, 11012 .-- 56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13-1-8 (精裝)
普遍級
大步走,不失智!: 步幅加大 5 公分的
走路革命,醫學博士教你「刺激大腦」
的正確走路方式(微說書)/漫遊者內
容研究所作; 林晏伶朗讀 .-- 臺北市 :
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61-8 (線上有
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大和日記: 西日本/小林賢伍著; 盧慧
心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鯨嶼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10-1-8 (PDF) 普遍級
大東亞戰爭肯定論/林房雄著; 許哲
睿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71-3 (PDF) 普遍級
大東亞戰爭肯定論/林房雄著; 許哲
睿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73-7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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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黃煜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*女兵日記.女力報到影像書/聯利媒
體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35-2 (EPUB) 普遍級
*女兵日記.女力報到影像書/聯利媒
體股份有限公司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54-3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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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414-6 (EPUB) 普遍級
小耳朵: 蘿蔔大賽/小石強納森, 湯婷
婷著; 小石強納森繪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下生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94-9-4 (PDF) 普遍級
小資族吸金紅不讓: K 線保你股利賺
不完/彭俊睿(ACE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88-4 (PDF) 普遍級
小資族吸金紅不讓: K 線保你股利賺
不完/彭俊睿(ACE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90-7 (EPUB) 普遍
級
工作與愛: 超級菁英的條件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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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515-4-5
(EPUB)
NT$38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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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80-8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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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82-2 (PDF) 普遍級
不在場證明/李桐豪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1-07-7 (PDF)
普遍級
*不快樂心理學: 溫柔擁抱.憂鬱症:
給憂鬱症患者與照顧者的支持指南/
蘇益賢作.主講 .-- 新北市 : 一刻鯨選,
11012 .-- 約 21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0-51-8 (線上有聲書(M4A))
普遍級
不依賴藥物,血糖值也能下降的方法:
日本名醫臨床實證,有助維持血糖穩
定,避免危險併發症,順便擊退脂肪
肝!/水野雅登著; 羅淑慧譯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5-07-2 (PDF)
NT$266 普遍級
不依賴藥物,血糖值也能下降的方法:
日本名醫臨床實證,有助維持血糖穩
定,避免危險併發症,順便擊退脂肪
肝!/水野雅登著; 羅淑慧譯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5-09-6 (EPUB)
NT$266 普遍級
不受傷創業: 哈佛商學院的 6 堂必修
課 幫助新創企業避開失敗陷阱,建立
穩定獲利的成功事業/湯姆.艾森曼
(Tom Eisenmann)著; 林俊宏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15-5
(PDF) 普遍級
不受傷創業: 哈佛商學院的 6 堂必修
課 幫助新創企業避開失敗陷阱,建立
穩定獲利的成功事業/湯姆.艾森曼
(Tom Eisenmann)著; 林俊宏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16-2
(EPUB) 普遍級
不是我太敏感,而是你太過份了: 設
立界線、擴展心靈韌性,活出自己的
樣子/劉恩庭(유은정)著; 張召儀譯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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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03-3
(PDF) 普遍級

苑如, 曾堯民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7-612-8 (EPUB) 普遍級

不是我太敏感,而是你太過份了: 設
立界線、擴展心靈韌性,活出自己的

中國神話: 從崑崙神話到蓬萊仙話,
神仙鬥法、凶獸橫行的世界(微說
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所作; 黃詠舜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570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
級

樣子/劉恩庭(유은정)著; 張召儀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09-5
(EPUB) 普遍級
不能隔離的愛/以琳書房讀者群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以琳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209-94-6 (PDF)
NT$120 普遍級
不跑業務的時代: 遠距推銷的 48 個
法則/菊原智明著; 林佑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86-4 (PDF)
普遍級
不跑業務的時代: 遠距推銷的 48 個
法則/菊原智明著; 林佑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87-1
(EPUB) 普遍級
中.小型水族箱造景趣: 新手也能打
造的療癒夢幻水世界/千田義洋監修
著; 何姵儀譯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094-5 (EPUB) 普遍級
中文閱讀與表達: 敬業與關懷素養/
王淳美, 蔡蕙如, 羅夏美, 施寬文, 呂
昇陽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471-9 (PDF) 普遍級
中美匯流大未來: 地緣政治、宏觀經
濟 、企業經 營環境的 趨勢 / 周行一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41-4 (EPUB) 普遍級
中美匯流大未來: 地緣政治、宏觀經
濟 、企業經 營環境的 趨勢 / 周行一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42-1 (PDF) 普遍級
中國大掛圖/ .-- 新北市 : 金時代文化,
11101 .-- 1 面; 21X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36-68-2 ( 全 開 單 張 )
NT$7000 普遍級
中國佛教文學史. 上冊/蕭麗華, 胡素
華, 吳靜宜, 梁麗玲, 紀志昌, 許聖和,
黃東陽, 楊明璋, 林仁昱, 涂艷秋, 劉

中國傳統「國際關係」之論述: <五
倫天下關係論>的規範性理論建構/
張啟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481-8 (PDF) NT$520 普遍級
中國新聞史研究輯刊. 六編/杜潔祥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8689-0 (全套:精裝) NT$20000 普遍級
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. 二二編/杜
潔祥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8-855-9 (全套:精裝) NT$92000 普遍
級
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. 三五編/杜
潔祥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8-826-9 (全套:精裝) NT$62000 普遍
級
*中華打擊樂協會國際爵士鼓能力檢
定 晉 級 曲 大 全 . Level 1-8= Chinese
Percussio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
Graded Drum Examination/張文光總編
輯 .-- 臺 北 市 : 中 華 打 擊 樂 協 會 ,
11101 .-- 6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737-8-5 (平裝附隨身碟) 普遍
級
中華法學. 第十九期= Chung Hua law
studies/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法學
會, 11012 .-- 21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9329-7-1 (平裝) 普遍級

元宇宙: 科技巨頭爭相投入、無限商
機崛起,你準備好了嗎?/崔亨旭著; 金
學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321-4 (PDF) 普遍級
內在驅動力: 不需外在獎勵和誘因,
引燃 700 萬人生命變革的關鍵力量/
薩拉斯.吉凡(Sharath Jeevan)作; 林步
昇譯 .-- 臺北市 : 先覺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4-406-5 (EPUB)
普遍級
六爻預測 900 問/陳澤真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6-83-7 (PDF)
普遍級
公投叛徒民進黨/羅智強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小強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235-5-8 (PDF) 普遍級
公投叛徒民進黨/羅智強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小強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235-6-5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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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8-109-0 (EPUB) 普遍
級
反資本主義的大未來/大衛.哈維
(David Harvey)著; 許瑞宋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87-7 (PDF)
普遍級
反資本主義的大未來/大衛.哈維
(David Harvey)著; 許瑞宋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89-1 (EPUB)
普遍級

中華養生/周君山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周君山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29-0 (PDF) NT$100 普遍
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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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6-55-2 (PDF) 普遍級

云南白药(国家绝密方)解密(简体版)/
宋友谅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10-8 (PDF) 普遍級

天光雲影共徘徊. 下卷: 歐麗娟品讀
古詩詞/歐麗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75-4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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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光雲影共徘徊. 下卷: 歐麗娟品讀
古詩詞/歐麗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76-1 (EPUB) 普遍級
天光雲影共徘徊. 上卷: 歐麗娟品讀
古詩詞/歐麗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73-0 (PDF) 普遍級
天光雲影共徘徊. 上卷: 歐麗娟品讀
古詩詞/歐麗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74-7 (EPUB) 普遍級
太喜歡歷史了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.
7, 兩宋/知中編委會作 .-- 新北市 : 字
畝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69-39-4 (PDF) 普遍級
太魯閣族傳統衣飾介紹與製作/杜們.
彼得洛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 葛都桑
音樂工作室, 11012 .-- 65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609-0-5 (平裝) 普遍
級
少 , 但 是 更 好 / 葛 瑞 格 . 麥 基 昂 (Greg
McKeown)著; 詹采妮譯 .-- 第三版 .-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25-4
(EPUB) NT$450 普遍級
少 , 但 是 更 好 / 葛 瑞 格 . 麥 基 昂 (Greg
McKeown)著; 詹采妮譯 .-- 第三版 .-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26-1 (PDF)
NT$450 普遍級
*少年新眼光讀經: 風浪中的呼召與
平 安 / 少 年 新 眼 光 推 動 小 組 (Youth
Should See Visions)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教會公報, 11101 .-- 192 面; 20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71-96-4 (平裝)
普遍級
引領世界的心跳: 陳適安與台灣心律
不整團隊的故事/陳麗婷, 陳慧玲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35-3 (PDF) 普遍級
引領世界的心跳: 陳適安與台灣心律
不整團隊的故事/陳麗婷, 陳慧玲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38-4 (EPUB) 普遍級
引領瘋潮: 七大策略,讓新觀念、新
行為、新產品都能創造大流行/戴蒙.
森 托 拉 (Damon Centola) 著 ; 林 俊 宏
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69-3 (PDF) 普遍級

伶芝, 楊依陵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
灣商務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5-3385-9 (EPUB) 普遍級

引領瘋潮: 七大策略,讓新觀念、新
行為、新產品都能創造大流行/戴蒙.
森 托 拉 (Damon Centola) 著 ; 林 俊 宏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72-3 (EPUB) 普遍級

文組都會的簡明統計學/高橋信作;
趙鴻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93-8 (EPUB) 普遍級

心態的力量: 微笑是一種態度,生活
是一種選擇/何權峰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318-4 (EPUB) 普遍
級
心態對了,成功就不遠了/潘沅禾編
著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67-0-1 (PDF)
普遍級
心福潛能: 經典智慧與科學驗證的七
項 幸 福 實 踐 法 則 / 瑞 克 . 韓 森 (Rick
Hanson)著; 鄭百雅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58-735-1 (EPUB) 普遍級
心與術的奧義: 貓之妙術,天狗藝術
論,二則日本古寓言,闡述習藝與制敵
致勝心法/佚齋樗山著; 陳岳夫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7-9-1
(PDF) 普遍級
心與術的奧義: 貓之妙術,天狗藝術
論,二則日本古寓言,闡述習藝與制敵
致勝心法/佚齋樗山著; 陳岳夫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0-0-8
(EPUB) 普遍級
心靈低眉那一刻/蕭蕭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九歌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0-386-5 (PDF) 普遍級
手作之道: 築路,與自然對話的山徑
美學/台灣千里步道協會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果力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70-0-4 (EPUB)
普遍級
手作步道: 體驗人與自然的雙向療癒
/台灣千里步道協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果力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36-9-6 (EPUB) 普遍
級
*扎根: 人類義務宣言緒論/西蒙.韋伊
(Simone Weil)作; 梁家瑜, 郭亮廷, 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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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組都會的簡明統計學/高橋信作;
趙鴻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0-397-6 (PDF) 普遍級
文豪酒癮診斷書/詹泊喬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149-5 (EPUB) 普遍
級
文豪酒癮診斷書/詹泊喬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152-5 (PDF) 普遍級
文學家的父親/柯姆.托賓著; 謝志賢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76-1 (PDF) 普遍級
文學家的父親/柯姆.托賓著; 謝志賢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77-8 (EPUB) 普遍級
日本神話: 從創世神話到妖怪物語,
奇巧、炫麗的神鬼世界(微說書)/漫
遊者內容研究所作; 林晏伶朗讀 .-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62-5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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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田中裕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04-0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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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田中裕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10-1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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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79-05-8
(EPUB) 普遍級

日本最強技術分析: 1 張圖看出漲跌
訊號、1 分鐘看懂價量分析/福島理
著; 蘇聖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
富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7-182-1 (PDF) 普遍級
月下讀詩/琹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0-395-7 (PDF) 普遍級
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. 初编
/杜洁祥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8-735-4 (全套:精裝) NT$76000
普遍級
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丛书. 初编/杜洁
祥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8-750-7 (全套:精裝) NT$38000 普遍
級
*比完美更出色的是結果/黃鋒編著 .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5-3-5 (PDF)
NT$280 普遍級
毛泽东: 鲜为人知的故事/张戎(Jung
Chang), 乔.哈利戴(Jon Halliday)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63-0 (EPUB)
NT$559 普遍級
*水庫防淤操作對下游河道防洪及水
砂 運 移 之 影 響 與 對 策 研 擬 = The
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servoir
desiltation for flood control and sediment
transportation in downstream rivers/張倉
榮計畫主持; 賴進松, 李豐佐協同主
持 .-- 臺 北 市 : 中 興 工 程 基 金 會 ,
11012 .-- 19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7142-86-3 (平裝) 普遍級
父母的情緒,孩子都知道: 與孩子一
同練習情緒管理,爸媽不失控,孩子才
能做情緒的主人/韓成範著; 鄭筱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02-0 (PDF) 普遍級
父母的情緒,孩子都知道: 與孩子一
同練習情緒管理,爸媽不失控,孩子才
能做情緒的主人/韓成範著; 鄭筱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03-7 (EPUB) 普遍級
父母珍藏的情書/吳敬基, 李嫻靜著 .- 臺北市 : 九逵商行, 11012 .-- 1100 面;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95-40-3 (平
裝) 普遍級
王貽蓀戰時日記(1943)/王貽蓀原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6-56-3 (PDF) 普遍級
王貽蓀戰時日記(1943)/王貽蓀原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6-58-7 (EPUB) 普遍級
王貽蓀戰時日記(1944-1945)/王貽蓀
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
化學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57-0 (PDF) 普遍級
王貽蓀戰時日記(1944-1945)/王貽蓀
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文
化學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59-4 (EPUB) 普遍級
世界史是化學寫成的: 從玻璃到手機,
從肥料到炸藥,保證有趣的化學入門/
左卷健男著; 陳聖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究竟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7-356-0 (EPUB) 普遍級
世界史是打出來的: 看懂世界衝突的
第一本書,從 20 組敵對國關係,了解
全球區域紛爭,掌握國際脈動對我們
的影響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所
作; 黃詠舜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
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9-571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19 普遍級
世界盡頭的小屋/亨利.貝斯頓(Henry
Beston)著; 鄭襄憶譯 .-- 初版 .-- 新竹
縣 : 一念出版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539-0-7
(EPUB)
NT$199 普遍級
*丘語錄/丘立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啟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7-0-8 (PDF)
普遍級
以太陽為指南針: 鳥類學家的阿拉斯
加荒野紀行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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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10-6-2
(EPUB) NT$350 普遍級
以法为师/白云老禅师讲述; 编辑部
整理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千佛山白雲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29-9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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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日磨墨: 黃智溶散文集/黃智溶作 .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31-9 (EPUB)
普遍級
出神入話: 接地氣映人心的台灣民間
信仰/鄭接黃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7-35-5 (EPUB) 普遍級
出神入話: 接地氣映人心的台灣民間
信仰/鄭接黃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經典雜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7-36-2 (PDF) 普遍級
加密貨幣之王: 從矽谷到華爾街,虛
擬貨幣如何撼動金融秩序/傑夫.約翰.
羅伯茲(Jeff John Roberts)著; 洪慧芳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6-5-5
(EPUB) NT$450 普遍級
加密貨幣之王: 從矽谷到華爾街,虛
擬貨幣如何撼動金融秩序/傑夫.約翰.
羅伯茲(Jeff John Roberts)著; 洪慧芳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路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6-6-2
(PDF) NT$450 普遍級
卡漫解剖學. 骨骼篇/童均元編劇; 和
童之村繪 .-- 新北市 : 大和童藝文工
作室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84-1-7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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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76-0-8 (PDF) 普遍級
可遊可居之境: 王仁傑創作集= The
art of Wang Ren Jye/王仁傑作 .-- 臺北
市 : 名山藝術, 11012 .-- 36 面; 25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4-3-9 (平裝)
普遍級
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七編/杜
潔祥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
蘭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8-782-8 (全套:精裝) NT$38000 普遍
級
古典文學研究輯刊. 二五編/杜潔祥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8802-3 (全套:精裝) NT$48000 普遍級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. 三四編/杜潔祥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8907-5 (全套:精裝) NT$130000 普遍級

古典詩歌研究彙刊. 第三一輯/杜潔
祥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8-681-4 (全套:精裝) NT$13000 普遍
級
只選主流股,買在關鍵價: 股市 10 倍
奉還!船長的股票關鍵價投資術/黄仁
慶作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6-9-2
(EPUB) 普遍級
台南旅圖速寫/郭正宏著.繪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62-2-9 (PDF)
普遍級
台語的鄉土口味: 俗諺&俚語: 插畫
書/顏勝堂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島
座放送, 11012 .-- 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572-8-4 ( 經 摺 裝 )
NT$280 普遍級

台灣新文學史(十週年增訂紀念版)/
陳芳明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158-7 (PDF) 普遍級
四句話變幸福!讓心愉悅的荷歐波諾
波諾/伊賀列阿卡拉.修.藍(Ihaleakala
Hew Len)著; 丸山茜採訪; 邱心柔譯 .- 臺北市 : 方智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5-656-1 (EPUB) 普遍
級
四部漫談阿含經/釋界定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大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7-367-0 (PDF) 普遍級
巨富思維: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一
生奉行的商業原則&為富之道/約翰.
戴維森.洛克斐勒作; 亦言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0-6-0 (PDF)
普遍級

台灣公司治理雙年報. 2021/2022 年.
上冊, 財報不實篇= Taiwan corporate
governance biennial report 2021/2022.
part 1/2, falese financial statements/林嬋
娟, 林建中, 邵慶平, 柯承恩, 廖芝嫻,
郭俐君, 戚務君, 蔡英欣, 謝安軒作;
柯承恩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
華公司治理協會, 11012 .-- 227 面; 2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38-3-0 (精裝)
普遍級

巨富思維: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一
生奉行的商業原則&為富之道/約翰.
戴維森.洛克斐勒作; 亦言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0-7-7 (EPUB)
普遍級

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22/華品文化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行銷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05-2-6 (EPUB) 普遍級

平實的公孫龍子/游浩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游浩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49-8 (EPUB)
普遍級

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. 22/華品文化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化國際
行銷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05-3-3 (PDF) 普遍級

弗 迪 的 長 笛 旅 程 = Flutti's flute
journeys/蔡涵羽作 .-- 臺北市 : 蔡涵羽,
11012 .-- 52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15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420
普遍級

台灣珊瑚全圖鑑. 下: 八放珊瑚/戴昌
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62-529-3 (EPUB) 普遍級
台灣都市縮影 50+：關於台灣城市
規劃的回顧與反思/張學聖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73-3 (PDF)
NT$450 普遍級
台灣新文學史(十週年增訂紀念版)/
陳芳明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155-6 (EPUB) 普遍級

平實的公孫龍子/游浩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游浩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48-1 (PDF)
普遍級

必考英文單字 一背就會/盧克作 .-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技, 11012 .-- 冊 .- ISBN 978-626-95020-5-9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95020-6-6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020-7-3 (第 3
冊:平裝) 普遍級
打造財務方舟: 疫情衝擊後的世界經
濟脈動全面解析,把握關鍵機遇,你就
是 贏 家 / 詹 姆 斯 . 瑞 卡 茲 (James
Rickards)著; 吳國卿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6166-2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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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財務方舟: 疫情衝擊後的世界經
濟脈動全面解析,把握關鍵機遇,你就
是 贏 家 / 詹 姆 斯 . 瑞 卡 茲 (James
Rickards)著; 吳國卿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6177-8 (PDF) 普遍級
未 來 世 界 有 機 器 人 嗎 ?/Andrey
Konstantinov 著; 王澤坤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笛藤, 11012 .-- 4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43-2 (精裝)
NT$340 普遍級
未來門徒的 4 個挑戰/斯托得(John
Stott)著; 李伯佳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
房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915-0 (EPUB) 普遍級
正向心理全書: 正向精神醫學、心理
治療與心理學的臨床實務/艾瑞克.梅
西亞斯(Erick Messias), 哈米德.佩塞施
基安(Hamid Peseschkian), 康斯薇露.
卡甘德(Consuelo Cagande)編著; 郭約
瑟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啟 示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77-4-6 (EPUB) 普遍級
正向專注力: 180 秒實踐高績效人生,
奧運金牌運動員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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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739-0 (EPUB)
普遍級
正體/染井為人作; 洪于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37-5 (PDF)
普遍級
民國軍閥檔案,重建中/江仲淵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44-0
(PDF) 普遍級
民國軍閥檔案,重建中/江仲淵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45-7
(EPUB) 普遍級
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. 十四編/杜潔
祥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
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18-768-2 (全套:精裝) NT$30000 普遍
級
永遠做可愛的自己!萬特特暢銷 15 萬
冊紀念套書/萬特特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
978-626-7046-26-5 (全套:平裝) 普遍
級
*玄華元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= General Education Academic
Conference/段盛華, 陳光紫, 林至善,
張馨文, 周雪燕等著 .-- 一版 .-- 新竹
市 :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, 11012 .- 189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383-13-7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生命之鑰: 諾貝爾獎得主親撰 一場
對生命奧祕的美麗探索/保羅.納斯
(Paul Nurse)著; 邱佳皇譯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31-3 (EPUB) 普遍級
生命的答案水知道(典藏紀念版): 全
球暢銷五百萬冊,揭開心念的強大力
量/江本勝著; 長安靜美譯 .-- 再版 .-臺北市 : 如何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6-614-2 (PDF) 普遍級
生命重新翻篇: <<法華經.提婆達多
品>>與人生/釋悟因講授; 釋悟因總
編輯 .-- 高雄市 : 香光莊嚴雜誌社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67-2-8 (PDF) 普遍級
用全景地圖學中國史/余慶俊校訂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7-493-1 (全套:精裝)
NT$980 普遍級
白宗仁水墨創作展作品集. 九/白宗
仁[作] .-- 臺北市 : 筑墨軒, 11012 .-- 5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028-46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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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976-3 (EPUB) 普遍級
交換愛人的肋骨/吳俞萱作.朗讀 .-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2 .-- 約 85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32-1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普遍級
伊凡.伊里奇之死(譯自俄文.經典新
譯版): 死亡文學巔峰神作,寫給每一
個人的生命之書/列夫.托爾斯泰
(Лев
Николаевич
Толстой)作; 魏岑芳譯; 暮謙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 約 17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576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
普遍級

光之祭司. vol.6, 精靈的藏書館/香草
作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28-0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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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977-0 (EPUB) 普遍級
全方位理財的第一堂課/闕又上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02-5 (PDF) 普遍級
全方位理財的第一堂課/闕又上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04-9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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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4-65-2
(PDF) 普遍級
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
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1 第 16 屆/杜
正忠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運
動休閒觀光產業協會, 11012 .-- 117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3-0-2 (平
裝) 普遍級
共存的邊界: 後疫情時代的空間韌性
/沈揚庭, 林煌迪, 陳恥德, 林軒丞, 鄭
方哲, 廖士豪, 呂武隆, 盧紀邦, 張庭
嘉, 許家茵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
沈揚庭, 1101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604-7 (平裝) 普遍
級
印度神話: 超越想像的三千世界,奇
異而美麗的天竺奇境(微說書)/漫遊
者內容研究所作; 林晏伶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59-5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印傭會話一指通/哈福編輯部主編 .-增訂 1 版 .-- 新北市 : 哈福企業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48-8-6 (PDF) 普遍級
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879-2 (EPUB) 普遍級
吉爾菲先生的情史/喬治.艾略特原作;
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12 .-- 約 3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5-69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 普遍級
向千年經典請教: 22 部謀略學/譚啟
平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5-4-2
(PDF) NT$280 普遍級
向生命說 Yes：意義治療大師弗蘭
克在集中營的歷劫記/維克多.弗蘭克
(Viktor E. Frankl)著; 李雪媛, 呂以榮,
柯乃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77-2-2 (EPUB) 普遍級
合境平安/楊富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844-4 (PDF) 普遍級
因愛啟程: 彭蒙惠的圖文詩語(中英
對 照 )= The journey of love: Doris
Brougham's life in photos/彭蒙惠, 空中
英語教室編輯團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基督救世傳播協會, 11101 .-- 96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181-00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回家的路是這樣走的: 無國界醫生在
葉門(十週年紀念版)/宋睿祥著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, 1101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4-5-6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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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66-9
(EPUB) NT$252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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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98-5
(EPUB) 普遍級

危機解密: 從預防到修復的實戰管理
/王馥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878-5 (PDF) 普遍級

好節氣、好天氣: 淑麗氣象趴趴 GO
十年陪你全臺走透透!/王淑麗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02-0
(EPUB) 普遍級

危機解密: 從預防到修復的實戰管理
/王馥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
好節氣、好天氣: 淑麗氣象趴趴 GO
十年陪你全臺走透透!/王淑麗著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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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03-7
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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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楊天慶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81-683-3 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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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山田英春攝影; 盧姿敏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07-8
(EPUB) 普遍級

如何讓孩子知道我們離婚了?/兒童
福利聯盟童心協力合作+編輯 .-- 第 3
版 .-- 臺北市 : 兒童福利聯盟, 11012 .- 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46-1-4 (平裝) 普遍級

有趣到睡不著的輕科普(悸動版)(怪
奇科學、傳染病、驚奇天文學)/馮季
眉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
化 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95617-2-8 (全套:平裝) NT$1100 普遍
級

如果你不相信自己,誰會相信你/江映
雪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10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806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
老後讓自己過上好日子/黃佩如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13-9
(PDF) 普遍級

存股輕鬆學. 2, 實證篇: 小韭菜夫妻
的股市逆襲人生!/孫悟天, 孫太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28-9
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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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22-1 (PDF) NT$350 普遍級

存股輕鬆學. 2, 實證篇: 小韭菜夫妻
的股市逆襲人生!/孫悟天, 孫太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29-6
(EPUB) 普遍級
安妞!韓語入門熱銷套書: 安妞!一口
氣學會韓語 40 音+安妞!看圖表第一
次學韓語就上手/金龍範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山田社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46-667-4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609 普遍級
安妞!韓語入門熱銷套書: 安妞!用中
文說的旅遊韓語!+安妞!圖解韓語文
法輕鬆學!/金龍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山田社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246-668-1 (全套:平裝) NT$630 普
遍級
成功之法: 如何成為真正的菁英/大
川隆法(Ryuho Okawa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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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515-3-8 (EPUB)
NT$380 普遍級
成為真正的人(minBunun)/甘耀明作;
張 心 哲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鏡 文 學 ,
11012 .-- 約 93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54-29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普遍級

自娛愚人. 2: 咩經理盧美吟帶人帶心
帶向成功的 MDRT 教練學/Yea!雁團
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6-86-5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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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978-7 (EPUB) 普遍級
行動餐車創業全攻略: 從創業心法、
車體改裝到上路運營,9 個計劃 Step
by Step 教你打造人氣餐車/漂亮家居
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776-1 (PDF) 普遍級
西拉雅字彙集: 取自 Daniel Gravius<<
西拉雅語約翰福音 >>= Su ka maka
Siraya na Hagnaw ka Dilig Matiktik
[kana salulat] ti Joannes/李玉霞, 萬淑
娟, 穆麗君, 穆益新, 萬盈綠, 王俊元,
陳語汎, 陳琮曜, 萬盈穗, 萬森泠, 吳
俊霖, 蔡汶娟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, 11012 .-- 2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229-6-5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串珠腰帶/腰包/Jane 高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08-5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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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洛伊德自傳/佛洛伊德著; 李政賢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59-7
(PDF) 普遍級
佛說戒消災經/吳.月支優婆塞支謙
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南林, 11012 .-14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126-2 (平裝) 普遍級
何定生著作集/何定生原著; 車行健
主編; 盧啟聰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78-556-8 (全套:平裝) NT$1600 普遍
級
何謂中華、何謂漢: 追逐彩虹的草原
男兒/後藤多聞著; 鄭天恩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70-6 (PDF)
普遍級
何謂中華、何謂漢: 追逐彩虹的草原
男兒/後藤多聞著; 鄭天恩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72-0
(EPUB) 普遍級
伸展聖經(40 週年全新增修版)/包柏.
安德森(Bob Anderson)著; 珍恩.安德
森(Jean Anderson)繪圖; 陳萱芳譯 .-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18-6 (EPUB) NT$450 普遍級
伸展聖經(40 週年全新增修版)/包柏.
安德森(Bob Anderson)著; 珍恩.安德
森(Jean Anderson)繪圖; 陳萱芳譯 .-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19-3 (PDF) NT$450 普遍級
作自己才是最好的名牌: Judy 朱的生
活美學/朱馥瑜(Judy)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6-88-9 (EPUB) 普遍
級
你犯了顛覆臺灣水果釀造的罪/寇延
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86-4 (EPUB) 普遍級
你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了嗎?. Vol.3,
遇 見 更 好 的 自 己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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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8-2-9
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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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979-4 (EPUB) 普遍級

努力,但不費力: 只做最重要的事,其
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/葛瑞格.麥基昂
(Greg McKeown)著; 張靖之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28-5
(PDF) NT$450 普遍級

你缺乏的不是機遇,而是自知之明:
PMA 學說、卡內基課程......一本書
讓你改變自我,打造積極人生/李樹蔭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2-000-0 (EPUB) 普遍級

吳作棟傳(1990-2004): 新加坡的卓越
關鍵/白勝暉著; 林琬緋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20-9
(EPUB) NT$650 普遍級

你缺的不是努力,而是反骨的勇氣!/
馬 克 太 太 著 .-- 臺 北 市 : 平 裝 本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38-8-6 (PDF) 普遍級

吳作棟傳(1990-2004): 新加坡的卓越
關鍵/白勝暉著; 林琬緋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21-6
(PDF) NT$650 普遍級

你這麼可愛,留給懂的人來愛: 口罩
男寫給女孩們的「新.愛情童話」/口
罩男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45-0
(EPUB) 普遍級

吹簫初階/陳中申編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,
11012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0-35-6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遍
級

免疫權威醫師每天都喝的抗病蔬菜
湯: 5 種食材就能做,每天一碗,喝出最
強免疫力/藤田紘一郎著; 游韻馨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78-5
(EPUB) 普遍級

坐義通編/至聖先天老祖, 關聖, 孚聖,
達摩佛, 濟佛, 昌佐神, 慧真人, 尚真
人, 周仙等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先
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, 11101 .-- 3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943-43 (平裝) 普遍級

免疫權威醫師每天都喝的抗病蔬菜
湯: 5 種食材就能做,每天一碗,喝出最
強免疫力/藤田紘一郎著; 游韻馨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79-2 (PDF)
普遍級

快門之下/張筑貽執筆; 張裴倢主編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
家協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01-3-0 (PDF) NT$300 普遍
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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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7-56-8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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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2-001-7
(EPUB) 普遍級
努力,但不費力: 只做最重要的事,其
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/葛瑞格.麥基昂
(Greg McKeown)著; 張靖之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27-8
(EPUB) NT$450 普遍級

快速致勝: 用多元實驗取代一萬小時
練習,助你另闢蹊徑,邁向成功,過你
想 要 的 人 生 / 詹 姆 斯 . 阿 圖 徹 (James
Altucher)著; 王敏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408-5 (EPUB) 普遍級
戒律勸學彙編(初學版)/惟俊比丘尼
彙 編 .-- 初 版 .-- 南 投 縣 : 南 林 ,
11012 .-- 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12-5-5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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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990-9 (EPUB) 普遍級
我的世界一定要有貓尾捲捲巷/張瑋
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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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16-8-4 (EPUB) 普遍級
我的收藏藝術: 最神祕的圈子、最昂
貴 的學習、 最精彩的 回報 / 許宗煒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83-3 (PDF) 普遍級
我的收藏藝術: 最神祕的圈子、最昂
貴 的學習、 最精彩的 回報 / 許宗煒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84-0 (EPUB) 普遍級
我的孩子要在這裡讀書: 黃建興建築
師經典校園走讀/游苔著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737-6 (EPUB)
普遍級
我 的 第 一 本 泰 語 發 音 /สุนิสา
วิทยาปัญญานนท ์(Sunisa
Wittayapanyanon), 上原みど りこ作 ;
陳 潔 馨 譯 .-- 新 北 市 : 國 際 學 村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4-203-1 (PDF) 普遍級
我的智慧,我的財產?: 你不可不知道
的智慧財產權/沈明欣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362-8 (EPUB) 普遍
級
我是你的觀護人/唐珮玲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84-7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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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641-3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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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642-0 (EPUB) 普遍級
我們是誰?大數據下的人類行為觀察
學/克里斯汀.魯德(Christian Rudder)著;
林俊宏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
羅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7-61-2 (EPUB) 普遍級
我做了什麼會得職業倦怠: 停止責備
自己,放下讓你內疚、自責、不安的
惡劣職場/安珠延(안주연)著; 梁如幸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87-1 (EPUB) 普遍級
我喜歡你的奇奇怪怪/原來是柒公子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08-9 (EPUB) 普遍級
我喜歡你的奇奇怪怪/原來是柒公子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10-2 (PDF) 普遍級
我靠科技基金 4 年資產翻 3 倍: 實戰
標的&獲利對帳單完整公開/詹璇依
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71-1 (PDF)
普遍級
技藝/記憶,新樂金工職人錄/林俊宇,
林耕宇, 曾意琇, 蕭清元文字; 曾意琇
主編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鹽埕研究社,
11012 .-- 3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26-0-2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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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79-06-5 (EPUB) 普遍級
改變世界的植物採集史: 18-20 世紀
的植物獵人如何踏遍全球角落,為文
明帝國注入新風貌/安博菈.愛德華茲
(Ambra Edwards)作; 楊詠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92-1 (PDF)
普遍級
改變生命的故事: 三十過往,只是序
章/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著;
李國芬, 丘美珍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13-1 (PDF)
普遍級
改變生命的故事: 三十過往,只是序
章/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著;
李國芬, 丘美珍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14-8 (EPUB)
普遍級
每一天都是愛的練習: 莊宏達和瑪利
亞基金會的生命實踐/李嘉人著 .-- 第
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34-6 (PDF) NT$285 普遍級
每一天都是愛的練習: 莊宏達和瑪利
亞基金會的生命實踐/李嘉人著 .-- 第

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37-7 (EPUB) NT$285 普遍級
每天 1 改變,做到致富的原子習慣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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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4-75-9 (PDF) 普遍級
每日讀經禱告手冊. 第一冊, 創世記
至出埃記/彭家盛著 .-- 新北市 : 彭家
盛, 11012 .-- 18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37-5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*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禮物: 神老師
愛的全教養,用理解取代責備,擁抱孩
子的不完美!/神老師&神媽咪(沈雅
琪)作; 郭美芝朗讀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, 11012 .-- 約 18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40-7 (線上有
聲書(MP3)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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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95-6-6 (PDF) 普遍級
沉 默 的 希 臘 少 女 / 派 特 . 巴 克 (Pat
Barker)著; 呂玉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59-4 (EPUB) 普遍
級
決戰前: 大迫傑東奧訓練紀事/大迫
傑撰寫; 涂紋凰翻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80-8 (PDF) 普遍級
決戰前: 大迫傑東奧訓練紀事/大迫
傑撰寫; 涂紋凰翻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81-5 (EPUB) 普遍
級
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ourism,
Leisure and Fashion Design Industry/ .-苗栗縣 :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學院,
11012 .-- 2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911-85-0 (平裝) 普遍級
走出埃及: 深蹲曠野的牧養之路. 上/
我們作 .-- 新北市 : 真哪噠出版社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88-1-2 (EPUB) 普遍級
兒科好醫師!最新營養功能醫學. 2:
預防、治療、照護: 增強免疫力、過
敏性鼻炎、過敏性蕁麻疹、性早熟、
氣喘、 胃食道逆流疾病、口臭、偏
頭痛、大腸激躁症、多發性硬化症、
妥瑞氏症/胡文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幸福綠光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78-8-7 (PDF) 普遍級
兒 童 的 聖 經 故 事 / 凱 文 . 德 揚 (Kevin
DeYoung) 著 ; 東 . 克 拉 克 (Don Clark)
繪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56-6
(PDF) 普遍級
兒童音樂之鑰= Cindy's music keys for
children/梁竹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博亞文化, 11012 .-- 32 面; 21X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17-5-5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其實我也好想哭: 消除育兒焦慮,從
學會做自己開始/福田花奈繪著; 楊
詠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489-7 (EPUB) 普遍級
制服誘惑!校園生活妄想寫真集/門嶋
淳矢攝影; mintcrown 文; 何姵儀譯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83-9 (PDF)
普遍級

沒有你,旅行怎麼可能有趣?顛覆對
導遊的想像/翁晟譯, 余怡臻, 秦雅如
合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鉑 鑉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66-1-8 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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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北市 :
臺灣廣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0-528-8 (EPUB) 普遍級

系統分析與設計: 理論與實務應用/
吳仁和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661-3 (PDF) 普遍級

咒術使用說明書/LUA 作; 李依珊翻
譯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楓 樹 林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92-1 (EPUB) 普遍級

*育達國際觀光休閒時尚產業研討會
論 文 集 . 2021= The 2021 Yu Da

咒術使用說明書/LUA 作; 李依珊翻
譯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楓 樹 林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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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93-8 (PDF) 普遍級
咒術的日本史/加門七海著; 陳嫻若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26-9-1 (PDF) 普遍級
咒術的日本史/加門七海著; 陳嫻若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62-0-5 (EPUB) 普遍級
周恩來: 毛澤東背後的力量/邁克.迪
倫(Michael Dillon)著; 何啟仁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52-5 (PDF)
普遍級
周恩來: 毛澤東背後的力量/邁克.迪
倫(Michael Dillon)著; 何啟仁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53-2
(EPUB) 普遍級
夜深忽夢少年事/林保淳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九歌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0-387-2 (PDF) 普遍級

易經錯了幾千年/林永昌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02-3 (PDF)
普遍級
明日的餐桌: 愛食物、零浪費,生態
綠創辦人帶你走訪世界食物革命運
動現場,用吃守護地球,打造綠色食物
生態系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所
作; 林晏伶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
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9-580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19 普遍級
服務學習經驗及成長量表(指導手
冊)/陳坤虎, 潘榮吉編製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心理, 11012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44-53-8 ( 平 裝 )
NT$8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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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吳立萍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典雜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29-4 (EPUB) 普遍
級

宛然/殿淨法師(張詠捷)攝影 .-- 臺中
市 : 明光文化, 11101 .-- 128 面; 32X3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2424-7-0 (精裝)
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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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吳立萍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經典雜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30-0 (PDF) 普遍級

*念佛心要: <<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
章>>歷代集解/林中華編譯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林中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653-5 (PDF) 普遍
級

東方星理學. III: 雙星互聯篇/天乙上
人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春 光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3-75-4 (EPUB) 普遍級

怪奇事物所. 2/怪奇事物所所長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11-2
(PDF) 普遍級
怪奇事物所. 2/怪奇事物所所長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12-9
(EPUB) 普遍級
放手交辦的主管真高竿!!!/澤渡海音
著; 白井匠繪; 游心薇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5-10-2 (PDF) 普遍級
放手交辦的主管真高竿!!!/澤渡海音
著; 白井匠繪; 游心薇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5-11-9 (EPUB) 普遍
級

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 第一輯, 文
論編/林文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
卷樓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78-572-8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林文寶兒童文學著作集. 第二輯, 書
目編 /林文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78-581-0 (全套:精裝) NT$12000 普遍
級
*法式鉤針設計應用創作養成建構術:
成為設計師必備的技術活用到設計
規劃應用力/黃丹怡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
會, 11012 .-- 49 面; 22X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55-6-1 ( 平 裝 )
NT$1200 普遍級
法拍屋致富寶典: 法拍達人吳鴻暉無
私傳授高報酬投資的祕密,20 年 500
間的豐富資歷,絕對致富的法則!/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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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6-91-9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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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980-0
(EPUB) 普遍級
社會跨域與文化創生/何資宜, 邱慧
珠, 郭彥谷, 魏筱昀, 田寒光, 張德永,
郭宗賢, 黃巧琳, 張怡敏, 許庭雲, 游
逸伶, 張怡敏, 楊碩人, 賴皆興, 徐敏
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470-2 (PDF) 普遍級
空谷幽蘭/華建强[作] .-- 臺北市 : 也
趣藝廊, 11101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5593-0-0 (精裝) 普遍
級
花園的祕密語言: 彼得.渥雷本的自
然觀察筆記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研
究所作; 黃詠舜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
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9-581-6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19 普遍級
*芥川龍之介三大經典必讀套書(羅
生門+地獄變+侏儒的話)/芥川龍之
介著; 林皎碧, 銀色快手譯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7102-02-2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19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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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799-3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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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00-6 (EPUB) 普遍級
表 演藝術經 理人手 冊 / 張寶慧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表演藝術協會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7680-5-4 (PDF) 普遍級
迎戰 108 新課綱: 30 天完勝文意選填
&篇章結構/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常春藤有聲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30-8-3 (PDF) 普遍級
金虎年財富大趨勢/工商時報編著 .-臺北市 : 工商財經數位, 11101 .-- 176
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844-256 (平裝) NT$129 普遍級
金融數位轉型趨勢與成功方程式: 解
析國內外 19 間企業轉型策略,營運優
化、顧客滿意、獲利提升、開創新
商機!/謝明華, 周樹林, 李震華, 李宜
熹, 數位轉型研究團隊合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8-131-1 (EPUB) 普遍
級

*阿神帶你進入 YouTube 影音網紅金
殿堂/阿神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46-8 (PDF) 普遍級
阿密迪歐旅行記/アボガド 6 著; 林于
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338-55 (上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626-95338-6-2 (下冊: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
金闕玉皇真經(新編注音版)/謝耀德
作 .-- 臺北市 : 謝耀德, 11012 .-- 144
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368 (經摺裝) 普遍級

信 託 登記 與稅 務規 劃 DIY/ 陳坤涵
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53-9
(PDF) 普遍級

長洪武學縱橫. 第二十六期/李長穎
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長洪武術學會,
11012 .-- 1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199-2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
勁戰六代改裝應用剖析/吳仲軒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菁華, 11012 .-- 8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75-3-2 (平
裝) NT$180 普遍級

長期照顧正念多元方案設計與實證
操作手冊: 老人(銀髮族)、身心障礙
(精障)朋友以藝術、園藝、行走、
牌卡、桌遊為樂齡活動帶領/林義學
編 著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16-7 (PDF) 普遍級

南山的部長們: 統治現代韓國的暗黑
勢力/金忠植著; 馮燕珠譯 .-- 臺北市 :
凌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802-6-3 (EPUB) 普遍級

長樂路: 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/
史明智(Rob Schmitz)著; 葉佳怡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62-4
(EPUB) NT$460 普遍級
長樂路: 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/
史明智(Rob Schmitz)著; 葉佳怡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63-1
(PDF) NT$460 普遍級
阿共打來怎麼辦: 你以為知道但實際
一無所知的台海軍事常識/王立, 沈
伯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88-8 (EPUB) 普遍級
阿美族獨木舟: 開啟南島民族原鄉的
一把鑰匙/林榮康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謳馨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225-4-5 (平裝) 普遍
級
*阿神帶你進入 YouTube 影音網紅金
殿堂/阿神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26-0 (EPUB) 普遍級

南國日日/王聖華, 王芷陽, 田瑞珍, 池
品儀, 池昀, 李一玓, 李映萱, 李翊暘,
李穎沛, 李婷英, 阮湘晴, 林玉雯, 林
定榆, 林展佑, 徐光儀, 曹竣瑋, 梁雅
菁, 陳虹儒, 陳威儒, 張妤瑄, 黃嬿安,
黃郁秀, 葉品潔, 葛玟妤, 楊蕙蓉, 廖
品淇, 劉家懿, 賴百盛採訪.文字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紅氣球書屋, 11101 .-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50-6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叛逆柏林/陳思宏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健行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62-3-6 (PDF) 普遍級
哇,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/林欣浩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7-510-5 (全套:平裝)
NT$1200 普遍級
哈佛 X 史丹佛成就超一流邏輯思維
的 33 問: 鍛鍊 AI 時代能勝出的未來
力/狩野未希著; 林詠純譯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32-0 (EPUB) 普遍級
哈佛商學院的美學課: 駕馭感官的力
量,讓美學成為你的個人優勢和企業
策略,創造品牌價值(微說書)/漫遊者
內容研究所作; 林晏伶朗讀 .-- 臺北
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63-2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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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哈梅恩的吹笛手: 記憶、傳說與流
變,中古歐洲社會庶民心態考察/阿部
謹也作; 陳國維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臺灣商務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5-3388-0 (EPUB) NT$315 普
遍級
客庄浪漫散策: 日本旅人眼中的客家
與臺三線/小池博征作; 邱香凝翻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41-1
(EPUB) 普遍級
後山怪咖醫師與那些奇異病人/李惟
陽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01-0 (EPUB) 普遍級
後疫情時代的校園建築與環境規劃/
陳麗英, 蔡珮琪, 謝宛芹執行編輯 .-臺北市 : 學校建築學會, 11012 .-- 250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159-7-4
(光碟片) 普遍級
拯救手機腦: 每天 5 分鐘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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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
市 : 究竟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7-355-3 (PDF) 普遍級
政戰風雲路: 歷史 傳承 變革/王漢國,
陳東波, 柴漢熙, 程富陽, 謝奕旭, 王
先正, 祁志榮編撰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28-0 (PDF) 普遍級
政戰風雲路: 歷史 傳承 變革/王漢國,
陳東波, 柴漢熙, 程富陽, 謝奕旭, 王
先正, 祁志榮編撰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829-7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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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13-0-9 (EPUB) NT$400 普遍級
星 座. 星 空圖 鑑 / 藤井旭著; 吳佩俞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53-1
(EPUB) 普遍級
星際皇儲= Space prince/攝模(胡理安)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模體文創,
11101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01-1-3 (平裝) NT$888 限制級

*星讀物語: 怡慧老師十二星座的閱
讀配對處方箋/宋怡慧原作; 于承右
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尚 儀 數 位 學 習 ,
11012 .-- 約 44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5-66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50 普遍級
*流行音樂專業音響概論/中華數位
音樂科技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990-6 (PDF) 普遍級
*流行音樂專業音響概論/中華數位
音樂科技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998-2 (EPUB) 普遍級
流氓王信福/張娟芬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衛城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52-18-1 (EPUB) 普遍級
流氓王信福/張娟芬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衛城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52-19-8 (PDF) 普遍級
流氓王信福/張娟芬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衛城, 11103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52-20-4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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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09-2
(EPUB) 普遍級
活得好、站得穩、走得遠: 宣教士全
人 關 顧 / 蘿拉. 梅. 賈 德 納(Laura Mae
Gardner)著; 張洵宜, <<活得好,站得穩,
走得遠>>中文版審校團隊譯 .-- 新北
市 : Chinese Bible Mission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9-1-3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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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57-0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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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60-0 (PDF)
普遍級
為自己、為孩子、好好分手/白麗芳,
李惠娟, 廖致萱, 陳令英編輯 .-- 第 1

版 .-- 臺北市 : 兒童福利聯盟, 11012 .- 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5886-8-3 (平裝) 普遍級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93-8 (PDF)
普遍級

珍珠鏈戰略: 中國在印度洋的擴張野
心/柏提爾.林納(Betil Lintner)著; 林玉
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69-8 (EPUB) 普遍級

約定之地: 24 位在台灣扎根的日本人
/馬場克樹著; 亞麻仁子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94-5 (EPUB)
普遍級

疫年記西藏/唯色(Tsering Woeser)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89-5
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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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74-9-1 (EPUB) NT$350 普遍級

疫苗商戰: 新冠危機下 AZ、BNT、
輝瑞、莫德納、Novavax 的生死競賽
/古格里.祖克曼(Gregory Zuckerman)
著; 廖月娟, 張玄竺, 鍾榕芳, 黃瑜安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29-2 (EPUB) 普遍級

美國女孩: 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
/阮鳳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18-2 (EPUB) NT$280 普遍級

疫苗商戰: 新冠危機下 AZ、BNT、
輝瑞、莫德納、Novavax 的生死競賽
/古格里.祖克曼(Gregory Zuckerman)
著; 廖月娟, 張玄竺, 鍾榕芳, 黃瑜安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30-8 (PDF) 普遍級
疫起攜手: 亞東紀念醫院 COVID-19
照護經驗/亞東紀念醫院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482-5 (PDF) 普遍級
相信你自己: 拋開內心小劇場,才知
道自己有多強!寫給高敏人的職場逍
遙 指 南 / 美 樂 蒂 . 懷 爾 汀 (Melody
Wilding)著; 蔡心語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方舟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5-15-7 (PDF) 普遍級
相信你自己: 拋開內心小劇場,才知
道自己有多強!寫給高敏人的職場逍
遙 指 南 / 美 樂 蒂 . 懷 爾 汀 (Melody
Wilding)著; 蔡心語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方舟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5-16-4 (EPUB) 普遍
級
相遇: 辜筱恩棉紙撕畫作品集 2021=
The chigirl-e works by Hsiao-en Ku
2021/辜筱恩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辜
筱恩, 11012 .-- 31 面; 21X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652-8 ( 平 裝 )
NT$600 普遍級
約定之地: 24 位在台灣扎根的日本人
/馬場克樹著; 亞麻仁子譯 .-- 初版 .-1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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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著 ; 劉 冠 宏 譯 .-- 臺 北 市 : 凌 宇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02-7-0 (EPUB) 普遍級
美國現代廣告業與新消費文化的興
起 1885-1929/楊韶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78-584-1 (PDF) NT$260
普遍級
美國與中國: 十八世紀末以來的美中
關係史/潘文(John Pomfret)作; 林添貴,
陳榮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8-126-3 (EPUB) 普遍級
美國與中國: 十八世紀末以來的美中
關係史/潘文(John Pomfret)作; 林添貴,
陳榮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8-127-0 (PDF) 普遍級
耶稣的邀请: 与斯托得一起读登山宝
训/斯托得(John Stott), 康納利(Douglas
Connelly)著; 谭亚菁, 卡拉丁译 .-- 新
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914-3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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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85-1-4 (PDF) 普遍級
致富信念: 重建理財思維,及早執行
靠利息輕鬆生活,加速 FIRE/柏竇.薛
佛(Bodo Schäfer)著; 張淑惠, 蔡慈皙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323-8 (EPUB) 普遍級

藝創意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48-0-5 (EPUB) 普遍級

英文字彙字識+. Level 5/王祈堯總編
輯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102 .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5-64-7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
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
機. 2/林玉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
藝創意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48-1-2 (PDF) 普遍級

英文字彙字識+. Levels 3&4/王祈堯
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
11102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5-63-0 (平裝) NT$440 普遍級

風格小店陳列術: 改變空間氛圍、營
造消費情境,167 種提高銷售的商品
佈置法則/La Vie 圖書部著 .-- 增訂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74-7 (EPUB)
普遍級

英詩經典中譯及解讀 70 首/古添洪
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萬 卷 樓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82-7 (PDF) NT$620 普遍級
英語自學關鍵教練 希平方: 一次搞
懂!此生必備的英文文法/曾知立作 .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37-5 (EPUB)
普遍級

風險指紋: 找出生活中的灰犀牛,化
危 機 為 轉 機 / 米 歇 爾 . 渥 克 (Michele
Wucker)著; 許恬寧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36-0 (PDF)
普遍級

唐末五代十國時期的城市攻防戰/關
棨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585-8 (PDF) NT$280 普遍級
唐朝人在忙什麼?: 文人墨客的社畜
日常 X 盛世王朝的江山風雨/青菀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331-3 (EPUB) 普遍級
哲青談美感養成: 從日常生活中體驗
藝術之美/謝哲青作.主講 .-- 新北市 :
一刻鯨選, 11012 .-- 約 264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0-52-5 (線上有
聲書(M4A)) 普遍級
家有小學生之親子溝通手冊: 資深小
學教師教父母聰明回話,避免親子衝
突,成為孩子的溫暖靠山 作者：/金
善浩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大樹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13-1-7 (PDF) NT$380 普遍
級

要推銷東西,先推銷你自己. 銷售心
理篇/易千秋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
市 : 普天出版, 11101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9-809-2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
風險指紋: 找出生活中的灰犀牛,化
危 機 為 轉 機 / 米 歇 爾 . 渥 克 (Michele
Wucker)著; 許恬寧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39-1 (EPUB)
普遍級

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第 15
屆：數據科學與輿情分析: 理論與實
務之結合與應用/邵軒磊, 江信昱, 方
鵬程, 陳竹梅, 陶聖屏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0-18-4 (PDF) 普遍級

風險與治理: 衛生醫療法規實務/王
宏育, 林佳麗, 邱郁芸, 梁慧玫, 陳月
端, 黃志中, 楊宜璋, 廖哲宏, 廖義銘,
潘炤穎, 賴聰宏, 蘇嘉宏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63-7 (PDF)
普遍級

重生: 從煙毒犯到王牌保險經理人的
眼淚與轉捩/陳慧珠作 .-- 修訂 1 版 .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5-9-8 (EPUB)
NT$285 普遍級

飛鴻踏雪泥: 中華民國前駐教廷大使
杜筑生回憶錄/杜筑生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輔大出版社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9-32-0 (PDF)
普遍級

徐復觀教授<<中國藝術精神>>手稿
整理彙編/陳惠美, 謝鶯興整理 .-- 臺
中市 : 東海圖書館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48-099-8 (PDF)
普遍級

重生之老婆不換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738-4 (EPUB)
普遍級

食療聖經(減重版): 終極瘦身/麥克.
葛 雷 格 (Michael Greger) 著 ; 李 明 哲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46-7
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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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東海圖書館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48-098-1 (PDF)
普遍級

*修復關係,成為更好的自己: Bowen
家庭系統論與案例詮釋/邱淑惠原作;
Kat KUO 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
學習, 11012 .-- 約 641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5-67-5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80 普遍級

旅人的韓語使用說明書/Talk To Me
In Korean 著; 陳靖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9-05-7 (PDF) 普遍級

*面向過去思考: 與史學大師的爐邊
閒談,打造歷史思惟的八場對話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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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90-3
(EPUB) NT$315 普遍級
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
機. 2/林玉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

原來孔子這樣說/傅佩榮著 .-- 增訂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401-5 (PDF)
普遍級
184

展翊愛樂弦樂教材. Op.22. 第一冊,
FOR VIOLIN/展翊愛樂評教團編輯 .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展翊愛樂, 11012 .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48-7-7 (平裝) NT$240 普遍級
峰值體驗: 影響用戶決策的關鍵時刻
/汪志峰, 朱海蓓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天下雜誌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98-738-3 (EPUB) 普遍
級

旅人的韓語使用說明書/Talk To Me
In Korean 著; 陳靖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9-11-8 (EPUB) 普遍
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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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3-33-1 (EPUB) 普遍級
時尚老人: 優雅老化的三力生活/林
經甫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
活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4-6-3 (EPUB) 普遍級
時尚玩家: 全民瘋運動套書組/李澍
曄, 劉燕華, 黃建崴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拓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11-155-8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499 普遍級
時間,才是最後的答案/角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8-7-9 (PDF)
普遍級
格局,決定你的結局/凌雲著 .-- 第 1
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101 .-- 36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-807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桃 回 原 鄉: 原住 民 族 環 境教 育 展 =
Homing Taoyuan/林日龍 Temu Nokan
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市原住民族發
展基金會, 11012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834-6-0 (平裝) 普遍
級
海上霸權: 從捕鯨業到自由航行的海
洋地緣史/竹田勇美著; 鄭天恩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燎原出版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5-6-2
(PDF) 普遍級
海上霸權: 從捕鯨業到自由航行的海
洋地緣史/竹田勇美著; 鄭天恩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燎原出版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5-7-9
(EPUB) 普遍級
烘焙女王的黃金 30 天減重手帳/麥田
金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,
11102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1-20-9 (平裝) NT$1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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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999-2 (EPUB) 普遍級
特 殊教育專 業英文字 彙 /白亦方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101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55-2
(PDF) 普遍級
真菌微宇宙: 看生態煉金師如何驅動
世界、推展生命,連結地球萬物(微說
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所作; 黃詠舜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572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
級
破繭而出的蝴蝶/孫中光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62-5-0 (PDF)
普遍級
祕密之法: 改變人生的嶄新世界觀/
大川隆法作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
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
學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15-0-7 (EPUB) NT$380 普
遍級
神話的力量(全新修訂中譯.完整插圖
版): 神話學大師坎伯畢生智慧分享,
讓我們重新認識神話、發現自我、
探索心靈的真理(微說書)/漫遊者內
容研究所作; 黃詠舜朗讀 .-- 臺北市 :
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73-1 (線上有
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站在自然巨人的肩膀: 看自然如何將
我們高高舉起,支撐萬物生息/安.史
韋 卓 普 - 泰 格 松 (Anne SverdrupThygeson)著; 王曼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57-1 (EPUB)
普遍級
胸部影像教學圖譜/李仁智總編輯 .-花蓮縣 :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18-0-2 (PDF) 普遍級
脊髓損傷排尿照護居家寶典/郭漢崇,
蔡昀岸, 廖俊厚, 王炯珵, 鄒頡龍, 江
元宏, 黃玉慧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原水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43-1-6 (EPUB) NT$315 普
遍級

茶金帝國與海上絲路. II: 廣東十三洋
行的變遷與重生/羅三洋著 .-- 臺北
市 : 大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63-8-4 (EPUB) 普遍級
荀 子天人分 合之哲學 思想 / 金春燕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11-239-2 (EPUB) 普遍級
逆向工程,你我都能變優秀的祕訣:
全球頂尖創新者、運動員、藝術家
共同實證/朗恩.傅利曼(Ron Friedman)
作; 陳信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
智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5-659-2 (EPUB) NT$380 普遍級
追尋寧靜: 一場顛覆聽覺經驗的田野
踏查,探索聲音的未知領域(微說書)/
漫遊者內容研究所作; 林晏伶朗讀 .-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64-9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酒醒花謝/白丰中, 陳永模, 林發權, 王
宣文, 陳秋華, 許燕玉, 楊金英, 陳偉
世, 蔡素惠創作 .-- 彰化縣 : 陳偉世,
11101 .-- 64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45-0 (平裝) NT$1000 普
遍級
除了美鈔,你該知道的富蘭克林: 印
刷工、科學家、外交官、政治家......
只有你想不到,沒有他做不到!/潘于
真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2-002-4 (EPUB) 普遍級
高手系列: 學 SOLIDWORKS 2020 翻
轉 3D 列印/詹世良, 張桂瑛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27-4 (PDF)
普遍級
高 加索地區 政經發展 析論 / 郭武平
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郭 武 平 ,
11012 .-- 237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54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
草莓與灰燼/房慧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168-5 (EPUB) 普遍級

高階英文寫作課: 精雕句法、段
落,GRE 寫作大師帶你完成論文攻上
英文寫作巔峰/崔正淑著; 謝宜倫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06-4
(PDF) 普遍級

茶金帝國與海上絲路. I: 廣東十三洋
行的崛起/羅三洋著 .-- 臺北市 : 大旗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163-7-7 (EPUB) 普遍級

高階英文寫作課: 精雕句法、段
落,GRE 寫作大師帶你完成論文攻上
英文寫作巔峰/崔正淑著; 謝宜倫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12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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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12-5
(EPUB) 普遍級
高僧傳. 一, 譯經篇/釋慧皎著; 菩提子
編 .-- 一版 .-- 基隆市 : 迪芝資訊坊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36-0-9 (EPUB) 普遍級
高 齡者的運 動與全人 健康 / 方進隆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都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16-0-6 (PDF) 普遍級
鬼才思考術: 4000 萬人都崇拜的日本
最強無用發明家,腦洞大開的 71 個練
習/藤原麻里菜作; 林詠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612-8 (EPUB)
普遍級
停止抱怨的人生/游祥禾原作; 李軍
翰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
11012 .-- 約 46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5-68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00 普遍級

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54-8-4 (EPUB)
普遍級
商人、企業與外資: 戰後臺灣經濟史
考察(1945-1960)/洪紹洋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6-0-6 (PDF)
普遍級
商業社群建構教科書/藤田祐司, 河
原あず作; 陳聖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386-0 (PDF) 普遍級
商業社群建構教科書/藤田祐司, 河
原あず作; 陳聖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387-7 (EPUB) 普遍
級

做人處處用心,做事處處留心/公孫先
生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版, 1110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805-4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
國際大數據與 ERP 學術及實務研討
會 大 會 手 冊 . 2022= International
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
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Enterprise
Resource Management 2022/中華企業
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, 11103 .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86-8-6 (平裝) 普遍級

健康飲食: 蔬果創意料理/廖昱翔, 曹
舜為, 李義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475-7 (PDF) 普遍級

國際私法理論與案例研究. 三/林恩
瑋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495-5 (PDF) 普遍級

剪下一片月光/琹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0-385-8 (PDF) 普遍級

國學潮人誌. 2, 古人超創意/宋怡慧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74-6
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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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1-929-9 (PDF) 普遍
級

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. 八编/杜洁祥
总编辑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木蘭文
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18706-4 (全套:精裝) NT$4500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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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1-930-5 (EPUB) 普
遍級

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猶太社團的調
查和研究(1605-1945)/張騰歡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78-583-4 (PDF)
NT$280 普遍級

曼陀羅九宮格思考法: 訓練思考力、
加 強腦力的 最強學習 工具 / 胡雅茹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55-5
(EPUB) 普遍級

基督教靈修/王欣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橄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56-916-7 (PDF) 普遍級

商人、企業與外資: 戰後臺灣經濟史
考察(1945-1960)/洪紹洋作 .-- 初版 .--

基督教靈修/王欣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橄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56-917-4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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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視唱 200 首/邱垂堂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雅音樂, 11101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425-48 (平裝) 普遍級
婚姻教戰: 我是你「老婆」,不是你
「老媽」、圓滿離婚完全指南/鄭潔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哈林文化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788-711 (全套:平裝) NT$649 普遍級
常勝思考: 不敗北的人生/大川隆法
(Ryuho Okawa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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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15-1-4 (EPUB) NT$380 普
遍級
康特波雷故事/傑弗里.喬叟原作; 陳
子竹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
11012 .-- 約 10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05-72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 普遍級
張高評解析經史. 三, 左傳屬辭與文
章義法/張高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483-2 (PDF) NT$680 普遍級
張彩杏畫集. 3/張彩杏作 .-- 初版 .-臺 北 市 : 張彩 杏 , 11101 .-- 48 面 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627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從文化到文創: 迎向數位、佈局全球
的文化政策與文創產業/洪孟啟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07-2
(EPUB) 普遍級
從文化到文創: 迎向數位、佈局全球
的文化政策與文創產業/洪孟啟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09-6
(PDF) 普遍級
從弘法寺到天后宮: 走訪日治時期臺
北朝聖之路/王曉鈴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82-2 (PDF) 普遍級
從弘法寺到天后宮: 走訪日治時期臺
北朝聖之路/王曉鈴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883-9 (EPUB) 普遍
級
從商業設計故事學「突破框架思考
力」/姚詩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識博管理顧問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35-9-6 (PDF) 普遍級
從清帝國到習近平: 中國現代化四百
年/余凱思(Klaus Mühlhahn)作; 黃中
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56-3-5 (PDF) 普遍級
從清帝國到習近平: 中國現代化四百
年/余凱思(Klaus Mühlhahn)作; 黃中
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56-6-6 (EPUB) 普遍級
從清帝國到習近平: 中國現代化四百
年. 下/余凱思(Klaus Mühlhahn)作; 黃
中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56-2-8 (PDF) 普遍級

教育政策研究/蔡進雄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02-0 (PDF) 普遍級
族群記者之眼/許志明主編 .-- 臺北
市 : 許志明, 11101 .-- 9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609-2 (精裝) 普遍
級
晨興聖言: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/財團
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012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166-787-4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166-788-1
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梵漢佛典對照(單字解釋). 六/體圓法
師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釋體圓,
11012 .-- 395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03-0 (光碟片) 普遍級

從清帝國到習近平: 中國現代化四百
年. 下/余凱思(Klaus Mühlhahn)作; 黃
中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56-5-9 (EPUB) 普遍級

第 32 屆 2020 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中
華台北代表團參賽報告書/中華奧林
匹克委員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華奧
委會, 11012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50-0-9 (平裝) 普遍級

從清帝國到習近平: 中國現代化四百
年. 上/余凱思(Klaus Mühlhahn)作; 黃
中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56-1-1 (PDF) 普遍級

聊齋志異. 六, 薄命姻緣/蒲松齡原著;
曾珮琦譯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8-579-0 (EPUB) 普遍級

從清帝國到習近平: 中國現代化四百
年. 上/余凱思(Klaus Mühlhahn)作; 黃
中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56-4-2 (EPUB) 普遍級
情緒停看聽: 精神科醫生教你強大情
緒力,化解壓力帶來的身心傷害/郭信
麟著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01-0-3
(EPUB) 普遍級
情緒救援,地表最強攻略: 我和我的
情緒寶寶/謝昊霓 NiNi 作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9-9-2 (EPUB)
NT$350 普遍級
惟有耶穌能: 徐世賢合唱詩歌創作集
/徐世賢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弦恩音
樂, 11101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02-0-2 (平裝) 普遍級
探究式閱讀與日語閱讀素養/封靜宜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良, 11012 .-1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436-0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
許明輝頂級食尚法式風精品麵包學/
許明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25-4-3 (EPUB) 普遍級

伊麗絲.桑德(Ilse Sand)著; 吳宜蓁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71-9
(EPUB) 普遍級
這樣裝潢,多少錢?: 搞懂各種工法和
價格,精準分配控制預算!/漂亮家居
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775-4 (PDF) 普遍級
通識教育與學生事務. 第一輯/林至
善, 張同廟, 簡信男, 謝明勳, 陳昭伶,
袁齊笙等著; 林至善主編 .-- 一版 .-新竹市 :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,
11012 .-- 27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383-14-4 (平裝) 普遍級
連晨翔同名寫真 photobook/連晨翔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靈文創,
1101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76-6-5 (平裝) NT$490 普遍級
透視人性必讀!暢銷百萬冊心理學經
典合輯: <<墨菲定律>> + <<蝴蝶效應
>>/張文成, 志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幸福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6-30-2 (PDF) 普遍級
透視人性必讀!暢銷百萬冊心理學經
典合輯: <<墨菲定律>> + <<蝴蝶效應
>>/張文成, 志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幸福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6-31-9 (EPUB) 普遍級

這世界很好,但你也不差/萬特特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33-3
(EPUB) 普遍級

透視人性必讀!暢銷百萬冊心理學經
典套書/張文成, 志晶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7046-27-2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760 普遍級

這世界很好,但你也不差/萬特特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35-7
(PDF) 普遍級

都市傳說事典: 臺灣百怪談/何敬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4-17-4 (EPUB) 普遍級

這些寄生生物超下流!/成田聰子著;
黃詩婷譯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478-1 (EPUB) 普遍級

野地露營聖經: 史上最完備!圖解露
營、划船、釣魚、野炊、野外求生、
急救終極指南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
研究所作; 黃詠舜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
遊者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89-574-8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19 普遍級

這樣的你,沒有給人添麻煩: 清理內
心不必要的羞恥感,擁抱完整的自己/
伊麗絲.桑德(Ilse Sand)著; 吳宜蓁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670-2
(PDF) 普遍級
這樣的你,沒有給人添麻煩: 清理內
心不必要的羞恥感,擁抱完整的自己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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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伴,從寶寶的第一顆牙開始: 乳牙
到恆牙的保健,和蛀牙蟲拜拜/沈明萱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08-15-7 (EPUB) NT$360 普遍級

陪你快樂學印尼語/曾秀珠, 林綺琴,
丁安妮, 勞貴琳, 林達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472-6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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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981-7 (EPUB) 普遍級
陳設軟裝計劃書: 設計師必備軟硬裝
整合思維,創造個性化空間/漂亮家居
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771-6 (PDF) 普遍級
陳聖天(藍天老師)職人手作日誌/陳
聖天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,
11101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1-19-3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最強散戶翻身買股術: 從 10 萬到 1 億
的籌碼必修課/麥克連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今周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4-36-3 (PDF) 普遍級
最新 C 程式語言教學範本/蔡明志編
著 .-- 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8-035-9 (PDF) 普遍級
凱 薩 中 提 琴 練 習 曲 ( 大 譜 版 ). 下 =
Kayser: elementary and pragressive
studie op.20 for the viola/張家禎編訂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全音樂譜, 11101 .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351-0 (平裝) 普遍級
創造性舞蹈的啟蒙與體驗:「我」的
發現之旅/陳亞玫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484-9 (PDF) 普遍級
創新有理: 程天縱讓創新遍地開花的
心法與實踐/程天縱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8-132-8 (EPUB) 普遍級
創新科研 擁抱全球: 臺灣參與歐盟
計畫的軌跡/臺歐盟多邊科研暨創新
合作推動計畫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歐盟多邊科研暨創新合作推
動計畫, 11012 .-- 6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65-0-2 (平裝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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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6-81-3 (PDF) 普遍級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25-3-6 (EPUB) 普遍級

創業家超圖解: 從卡內基到比爾蓋茲,
從迪士尼、賈伯斯到馬斯克,一眼看
懂地表最強企業家的致勝思維!/鈴木
博毅作; たきれい繪; 張嘉芬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59-8 (PDF)
普遍級

惡托邦記: 核城市到鐵鏽帶,未忘之
地的歷史/凱特.布朗(Kate Brown)作;
黃煜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54-9-1 (EPUB) 普遍級

創業家超圖解: 從卡內基到比爾蓋茲,
從迪士尼、賈伯斯到馬斯克,一眼看
懂地表最強企業家的致勝思維!/鈴木
博毅作; たきれい繪; 張嘉芬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60-4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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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1-255-3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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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62-1-2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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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62-6-7 (PDF) 普遍級
富人不說,卻默默在做的 33 件事/延
埈赫著; 蕭素菁, 張亞薇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先覺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4-407-2 (EPUB) 普遍
級
尋找藥師佛: 尼泊爾的山居歲月/大
衛.克羅(David Crow,L.Ac.)著; 余慧敏
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59-9 (EPUB) NT$322 普遍級
就算不能與大家和睦相處,也沒關係:
不寂寞也不累,保持你我適當的距離,
讓心更自在的「人際關係排毒」(微
說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所作; 林晏伶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565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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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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惡托邦記: 核城市到鐵鏽帶,未忘之
地的歷史/凱特.布朗(Kate Brown)作;
黃煜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46-1-3 (PDF) 普遍級
惡魔地圖: 一場有關天堂、地獄,以
及多樣貌的身後世界探索/愛德華.布
魯克希欽(Edward Brooke-Hitching)著;
吳盈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
集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9-72-2 (EPUB) 普遍級
提問的設計: 運用引導學,找出對的
課題,開啟有意義的對話/安齋勇樹
(ANZAI Yuki), 鹽 瀨 隆 之 (SHIOSE
Takayuki)著; 李欣怡, 周芷羽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7-9-5
(EPUB) NT$320 普遍級
散漫人士的學習法: 寫給坐不住 30
分鐘以上,考試仍想金榜題名的你。/
金應俊著; 林侑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1-81-9 (PDF) 普遍級
散漫人士的學習法: 寫給坐不住 30
分鐘以上,考試仍想金榜題名的你。/
金應俊著; 林侑毅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1-82-6 (EPUB) 普遍
級
智慧之父與叛逆之子: 佛與禪/金木
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70-9 (PDF) 普遍級
智慧之父與叛逆之子: 佛與禪/金木
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873-0 (EPUB) 普遍級
*智慧服務產業白皮書. 2021: 服務型
機器人產業/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
化與機器人協會智慧服務推動委員
會編著 .-- 臺中市 : 智動協會, 11012 .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8683-9-7 (平裝) 普遍級

*智慧製造產業白皮書. 2021: 中小型
製造業數位轉型導入應用與發展重
點/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
人協會智慧製造推動委員會編著 .-臺中市 : 智動協會, 11012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47-0-6 (平
裝) 普遍級
森林遊樂園: 童心自選集. II/莊舒雯
作 .-- 初 版 .-- 新 竹 縣 : 莊 舒 雯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08-5 (PDF) 普遍級
植萃系冷製手工皂實驗室/うた (手
工皂教室 UTATANE)著; 王盈潔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95-2
(EPUB) 普遍級
減重、增肌、改善痠痛的 7 秒逆伸
展/石部伸之作; 林芷柔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98-3 (PDF)
普遍級
減重、增肌、改善痠痛的 7 秒逆伸
展/石部伸之作; 林芷柔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94-5 (EPUB)
普遍級

發現神蹟. 2, 眾神分身化境戰妖魔/
林明辰作 .-- 新北市 : 林明辰, 11101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59-7 (精裝) NT$490 普遍級
發現神蹟. 3, 眾神大戰新冠病毒/林
明辰作 .-- 新北市 : 林明辰, 11101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60-3 (精裝) NT$490 普遍級
結晶讀經信息摘要: 撒母耳記/財團
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.-- 臺
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
11101 .-- 219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66-790-4 (平裝) 普遍級
絕句詩變身秀/周慶華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95-7-3 (PDF)
NT$270 普遍級
絕冷一課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
所作; 黃詠舜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
文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9-582-3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19 普遍級
絕對高分 新日檢 N4 必考單字速成/
朱讌欣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66-9 (PDF) 普遍級

減重關鍵秘密/宋天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墨刻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289-693-8
(EPUB)
NT$266 普遍級

絲路分手旅行/李桐豪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1-08-4
(PDF) 普遍級

減醣地中海料理: 88 道升級私廚美味
ｘ愈吃愈瘦 211 餐盤,天天享瘦幸福
輕鬆煮/羅勻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創意市集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9-70-8 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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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1-256-0 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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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44-2-3 (EPUB) 普遍
級

腎臟病用藥教育手冊/王婷, 白宗祐,
朱蓁蓁, 吳建志, 康皓程, 陳佳其編
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醫院藥
劑部, 11012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2-68-1 (平裝) 普遍級

無齡世代: 創造理想的老後/林靜芸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6-273-7 (EPUB) NT$340 普遍級

菩薩的學程: 華嚴十地概介/釋見沄
文字; 釋悟因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香光
莊嚴雜誌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67-3-5 (PDF) 普遍級

登大人了沒?青少年自立生活完全攻
略: 電子手冊/陳旺德總編輯 .-- 臺北
市 :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8202-4-1 (EPUB) 普遍級

菁英才懂的零失誤工作術: 消滅低級
失誤、從此不做白工,打造高效率 x
零出包的好評指南/飯野謙次, 宇都
出雅巳著; 賴惠鈴譯 .-- 臺北市 : 境好
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7-06-0 (PDF) 普遍級
189

菁英才懂的零失誤工作術: 消滅低級
失誤、從此不做白工,打造高效率 x
零出包的好評指南/飯野謙次, 宇都
出雅巳著; 賴惠鈴譯 .-- 臺北市 : 境好
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7-08-4 (EPUB) 普遍級
華爾街刺蝟投資客: 教父級分析師巴
頓.畢格斯教你掌握金融市場的人性、
紀律與基金經理人的不傳之祕/巴頓.
畢格斯(Barton Biggs)著; 王柏鴻譯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10-7 (EPUB)
普遍級
華爾街刺蝟投資客: 教父級分析師巴
頓.畢格斯教你掌握金融市場的人性、
紀律與基金經理人的不傳之祕/巴頓.
畢格斯(Barton Biggs)著; 王柏鴻譯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11-4 (PDF)
普遍級
華語文基礎能力測驗/張世娟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12 .-- 2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68-2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華語文會話 101/張世娟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鶴, 11012 .-- 15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67-5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街頭的哲學: 29 個熟悉的生活情境，
看見每個決定背後的倫理和邏
輯!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所作;
黃詠舜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
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9-575-5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19 普遍級
象棋神示卡操作手冊/聖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靛藍出版, 11101 .-- 32
面; 1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25-18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賀錦麗的白宮之路: 賀錦麗身為女性、
少數種族族群,且來自單親家庭,她是
如何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女性副總
統的?/丹.莫藍(Dan Morain)著; 吳宜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89-5 (EPUB) NT$399 普遍級
賀錦麗的白宮之路: 賀錦麗身為女性、
少數種族族群,且來自單親家庭,她是
如何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女性副總
統的?/丹.莫藍(Dan Morain)著; 吳宜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90-1 (PDF) NT$399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66-2 (PDF)
普遍級

越南人輕鬆學中文.台語(精修
版)/Nguyen Kim Nga, 陳依僑合著 .-增訂 1 版 .-- 新北市 : 哈福企業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48-9-3 (PDF) 普遍級

週末改造計畫: 讓身心關機 2 天,打造
快 樂 的 365 天 / 卡 特 里 娜 . 翁 斯 塔
(Katrina Onstad)著; 胡琦君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71-6
(EPUB) 普遍級

越級申訴/太宰治作; 湯家寧譯; 吳奕
倫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2 .-約 3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4-33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普遍級
超音樂理論: 進階和弦.和弦進行/侘
美秀俊著; 徐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易博士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0-204-3 (EPUB) 普遍
級
超級粉絲: 不耍噱頭、不買廣告,從
零開始的個人品牌到百大企業都適
用的最強圈粉術/帕特.弗林(Pat Flynn)
著; 鄭煥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9-07-1 (PDF) 普遍級
超級粉絲: 不耍噱頭、不買廣告,從
零開始的個人品牌到百大企業都適
用的最強圈粉術/帕特.弗林(Pat Flynn)
著; 鄭煥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9-13-2 (EPUB) 普遍級
超級絕對健康法: 奇蹟的再生力量/
大川隆法(Ryuho Okawa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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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15-2-1 (EPUB)
NT$380 普遍級
超能水滸/沈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蓋亞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9-630-3 (EPUB) 普遍級
超 迷 你 英 語 會 話 / 張 小 怡 , Doris
Shetley 合著 .-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4-67-6 (PDF) 普遍級
超聰明圖解心理學/植木理惠著; 林
德龍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48-7 (EPUB) NT$245 普遍級
週末改造計畫: 讓身心關機 2 天,打造
快 樂 的 365 天 / 卡 特 里 娜 . 翁 斯 塔
(Katrina Onstad)著; 胡琦君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

量子奠基 精準中醫學/財團法人仁傳
醫療文教基金會, 李英雄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仁傳醫療文教基金會,
11012 .-- 7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14-0-7 (精裝) NT$3800 普遍級
開卷如開芝麻門: 余光中精選集/余
光中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0-397-1 (PDF) 普遍級
開始動就對了!跟著小雨麻健身也健
心: 12 週居家健身計畫: 心靈 X 運動
X 飲食,找回自我及體態的 12 個關鍵
密碼/小雨麻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12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5-139-3 (平裝) 普遍
級
開始動就對了!跟著小雨麻健身也健
心: 心靈 X 運動 X 飲食 找回自我及
體態的 12 個關鍵密碼/小雨麻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51-5
(EPUB) 普遍級
開運風水大師: 簡易居家+開店風水
套書組/常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大拓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411-154-1 (全套:平裝) NT$549 普
遍級
雅思閱讀聖經/韋爾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倍斯特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34-2-7 (PDF) 普遍級
*集客瘋潮!FB+Line 最強雙效社群行
銷/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991-3 (PDF) 普遍級
*集客瘋潮!FB+Line 最強雙效社群行
銷/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4-999-9 (EPUB) 普遍級
雲南白藥(國家絕密方)解密(繁體版)/
宋友諒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11-5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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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 著 大 腦 來 生 活 / 大 衛 . 洛 克 (David
Rock)著; 黃庭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2-03-9 (PDF) 普遍級
順 著 大 腦 來 生 活 / 大 衛 . 洛 克 (David
Rock)著; 黃庭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2-05-3 (EPUB) 普遍級
*須臾美學/何凭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拾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98897-2-8
(EPUB)
NT$240 普遍級
飲食養出好腸菌: 腸道健康,全身就
健康!營養學博士教你如何吃出健康
腸道生態系,打造由內而外最強人體
防護力/吳映蓉, 翁德志, 李芷薇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75-1 (EPUB)
普遍級
*黃天麟論壇: 紀念冊. 參. 2021 年/黃
天麟作 .-- 臺北市 : 台灣國家聯盟,
11012 .-- 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92-2-0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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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13-7
(EPUB) 普遍級
傳說裡的心理學. 3, 厲鬼與妖怪/鐘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98-3 (PDF) 普遍級
傳說裡的心理學. 3, 厲鬼與妖怪/鐘
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99-0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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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982-4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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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6181-5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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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6183-9 (PDF) 普遍級
傻瓜學機率&統計 不懂公式也無妨/
ヨビノリたくみ作; 許郁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95-2
(EPUB) 普遍級
傻瓜學機率&統計 不懂公式也無妨/
ヨビノリたくみ作; 許郁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399-0
(PDF) 普遍級
圓夢領航帶領手冊/謝昊霓作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蓋婭生活國際, 11101 .- 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64-0-3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媽媽的占星教養手冊/歐菲拉.艾達特,
塔莉.艾達特作; 邱鈺萱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7108-05-5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840 普遍級
媽媽的占星教養手冊(合輯)/歐菲拉.
艾達特, 塔麗.艾達特作; 邱鈺萱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06-2
(EPUB) 普遍級
媽媽的占星教養手冊(合輯)/歐菲拉.
艾達特, 塔麗.艾達特作; 邱鈺萱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07-9 (PDF)
普遍級
愛自己,別無選擇: 每天練習跟自己
好好在一起/喬宜思(Joyce Huang)著 .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07-5 (EPUB)
普遍級
愛自己,別無選擇: 每天練習跟自己
好好在一起/喬宜思(Joyce Huang)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08-2
(PDF) 普遍級
新武俠風雲錄: 台灣武俠小說史(作
者限量簽名版)/林保淳著 .-- 臺北市 :
風雲時代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7025-47-5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新創社群之道/布萊德.費爾德(Brad
Feld), 伊恩.海瑟威(Ian Hathaway)著;
洪慧芳翻譯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65-2 (PDF) NT$600 普遍級

新創社群之道/布萊德.費爾德(Brad
Feld), 伊恩.海瑟威(Ian Hathaway)著;
洪慧芳翻譯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66-9 (EPUB) NT$600 普遍級
新編六堆鄉土誌. 7, 政治社運/李旺
台, 鍾振斌, 宋耀光, 邱薇樺作 .-- 第一
版 .-- 高 雄 市 : 高 雄 師 大 客 家 所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80-4-4 (PDF) 普遍級
暗黑之羊/美輪和音著; 王華懋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3-26-1
(EPUB) 普遍級
暗黑醫療史/蘇上豪作; 蘇沄和朗讀 .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12 .-- 約 360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28-4
(線上有聲書(MP3)) 普遍級
極簡俄羅斯史/関眞興作; 陳聖怡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03-1
(EPUB) 普遍級
極簡俄羅斯史/関眞興作; 陳聖怡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04-8 (PDF)
普遍級
溫 柔 陪 在 你 身 旁 / 胡 涓 涓 (Carol) 文 .
圖 .-- 臺北市 : 日日學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94-4-6
(PDF) 普遍級
瑜伽與動禪: VINYĀSA 的流動藝術/
理察.福禮縵(Richard Freeman), 瑪麗.
泰樂(Mary Taylor)著; 湯乃珍, 陳薇真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葦文思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13-1-6 (EPUB) 普遍級
當代譯本聖經= Chinese contemporary
Bible/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聖經資源中
心, 11012 .-- 1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730-4-3 (精裝彩色仿皮索
引-地圖) .-- ISBN 978-986-06730-5-0
(精裝彩色仿皮索引-清新綠) .-- ISBN
978-986-06730-6-7 (精裝彩色仿皮索
引-花朵灰) 普遍級
當哈普書開始說話/葉思佑作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27-7 (EPUB)
普遍級
當哈普書開始說話/葉思佑作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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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47-5 (PDF)
普遍級
當孩子永遠的父母: 離婚親職資源手
冊/兒童福利聯盟童心協力合作+編
輯 .-- 第 3 版 .-- 臺北市 : 兒童福利聯
盟, 11012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46-0-7 (平裝) 普遍級
當儒家走進民主社會: 林安梧論公民
儒學 / 林安梧著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30-4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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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647-5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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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648-2 (EPUB) 普遍
級
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一位女性前驅:
聖 安 琪 梅 芝 及 聖 吳 甦 樂 會 (14741540)/ 奎 其 洛 . 馬 松 尼 (Querciolo
Mazzonis)原著; 梁潔芬, 王曉風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46-968-9
(EPUB) 普遍級
聖天福地廟誌/張文義著 .-- 宜蘭縣 :
宜蘭縣西山廟管委會, 11012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82-0-9 (平
裝) 普遍級
聖經和合本= The Holy Bible/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聖經資源中心, 11101 .- 1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30-7-4 (精裝古典版) .-- ISBN 978986-06730-8-1 (精裝皮面彩繪版) 普
遍級
*聖經筆記: 撒母耳記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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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66-789-8 (平裝) 普遍級
落地轉譯: 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
/王智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148-8 (EPUB) 普遍級

落地轉譯: 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
/王智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151-8 (PDF) 普遍級
裡面的裡面(台語版)/朱嘉漢作; 鄭詩
詠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 約 3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916-4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
NT$350 .-- ISBN 978-957-13-9917-1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350 普遍級
詩意: 關於新詩的三十種注腳/廖偉
棠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遍路文化傳媒,
11012 .-- 約 89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28-0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420 普遍級
* 資 安 這 條 路 : 領 航 新 手 的 Web
Security 指南,以自建漏洞環境學習網
站安全/林子婷(飛飛)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992-0 (PDF) 普遍級
* 資 安 這 條 路 : 領 航 新 手 的 Web
Security 指南,以自建漏洞環境學習網
站安全/林子婷(飛飛)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3-000-9 (EPUB) 普遍
級
資優英文文法王一本制霸/關正生著;
陳 識 中 譯 .-- 臺 北 市 : 臺 灣 東 販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096-9 (EPUB) 普遍級
跟著吳克己做麵包: 職人手感吐司、
白神小玉酵母輕鬆烤出柔軟麵包(經
典紀念版)/吳克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出色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7065-10-5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830 普遍級
跟著逗豆兄弟去旅行: 梓平藝術跨界
農村旅遊紀行手札/ .-- 高雄市 : 高雄
市梓平社區發展協會, 11012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0-0-2 (平
裝) 普遍級
跟著路加學默觀福音: 親近耶穌的祈
禱/艾瑞克.傑生(Eric Jensen, S.J.)著;
范姜素杏譯 .-- 臺北市 : 光啟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46-970-2 (EPUB) 普遍級
跟著課本去旅行(新課綱增訂版)/親
子天下編輯部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5-140-9 (EPUB) 普遍
級

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: 重探台灣戰
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/瞿宛
文 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聯 經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169-3 (EPUB) 普遍級

嘉義市/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金時代文化,
11101 .-- 1 面; 76X5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36-67-5 (半開單張) NT$100
普遍級

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: 重探台灣戰
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/瞿宛
文 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聯 經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170-9 (PDF) 普遍級

圖解 RC 造+S 造練習入門: 一次精通
鋼筋混凝土造+鋼骨造的基本知識、
應用和計算/原口秀昭著; 陳曄亭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82-9
(EPUB) 普遍級

達摩祖師: 漢傳禪宗初祖/李明書編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7-31-7 (PDF) 普遍級
達摩祖師: 漢傳禪宗初祖/李明書編
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37-32-4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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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13-6
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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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14-3
(EPUB) 普遍級
電影,我只略知一二/賈樟柯作.朗讀 .- 臺北市 : 遍路文化傳媒, 11101 .-- 約
181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528-1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10
普遍級
電 影 攝 影 . 第 三 十 三 期 = CSC
cinematography yearly 2022/1 no.33/陳
武雄主編 .-- 臺北市 : 電影攝影協會,
11101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127-5-3 (平裝) 普遍級
零失敗!新手也能做的蒸烤箱 40 道異
國料理: 質男主廚張克勤的不藏私食
譜/張克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
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6-90-2 (EPUB) 普遍級
馴羊記/徐振輔作; 徐振輔, 黎家秀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約
40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18-8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450 .- ISBN 978-957-13-9919-5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4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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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解粒子物理: 從牛頓力學到上帝粒
子,一窺物質的究極樣貌/和田純夫著;
陳 朕 疆 譯 .-- 臺 北 市 : 臺 灣 東 販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097-6 (EPUB) 普遍級
圖解港埠經營管理/張雅富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04-4 (PDF)
普遍級
圖解微積分/黃義雄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506-8 (PDF) 普遍級
圖解整合行銷傳播/戴國良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69-6 (PDF)
普遍級
寧靜的世界/陳景容著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91-0 (EPUB) 普遍
級
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/林洲富著 .-- 16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94-8 (PDF)
普遍級
實用膳食療養學/章樂綺, 林宜芬, 彭
巧珍, 陳麗琴, 殷梅津, 趙佩君, 鄭金
寶, 賴聖如, 楊雀戀, 歐陽鍾美, 陳珮
蓉, 郭月霞, 王麗民, 黃瑞華作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35-1 (PDF)
普遍級
對症祛病養生酒: 超過 365 帖你所不
知道的滋補調理方/謝惠民著 .-- 臺北
市 : 大都會文化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56-3-9 (EPUB) 普遍
級
對觀福音心理敘事研究/曾思瀚著;
曾 景 恒 譯 .-- 新 北 市 : 校 園 書 房 ,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910-5 (EPUB) 普遍級
慣性討好: 不再無底限迎合,找回關
係自主權的 18 堂課/蘇絢慧著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747-4 (EPUB) 普遍
級
*漁會法及其施行細則/胡劭安編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69-4 (PDF)
NT$480 普遍級
睿智賈老傳奇/遊戲熵 Gamtropy 故事
原案; 孫唯瑄文字作者; 葉思佑繪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32-1 (EPUB)
普遍級
睿智賈老傳奇/遊戲熵 Gamtropy 故事
原案; 孫唯瑄文字作者; 葉思佑繪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51-2 (PDF)
普遍級
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.
第七輯/張晏瑞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, 11012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78-596-4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23800 普遍級
精準突破: 從 10 個關鍵問題與 5 大
原則,重新審視核心問題,帶你突破訓
練撞牆期/丹.約翰(Dan John)著; 鄭勝
得 譯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臉 譜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5-076-8 (EPUB) 普遍級
精準提問的力量(經典暢銷版): 成功
的人,用「提問」解決問題!/法蘭克.
賽斯諾(Frank Sesno)著; 林力敏譯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51-1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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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7-90-1 (EPUB) 普遍級
臺灣技藝采風/孚宮設計顧問有限公
司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農委會水
保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0-28-8 (PDF) 普遍級
臺灣客語的詞彙發展與行業詞彙研
究/江俊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09-9 (PDF) 普遍級

臺 灣 針 灸 發 展 史 = A history of
acupuncture & moxibustion in Taiwan/
李延熹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冠唐
國際圖書, 11102 .-- 42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460-9-4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
11012 .-- 44 面; 1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69-0-8 (平裝) NT$115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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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90-0
(PDF) NT$720 普遍級

豪記龍虎榜. 25/ .-- 臺南市 : 豪記影視
唱片, 1101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706-7-2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
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. 二一編/
杜潔祥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花
木蘭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8-758-3 (全套:精裝) NT$20000
普遍級
臺灣蕃地寫真帖/遠藤寬哉作; 陳怡
如編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
灣文獻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4-85-1 (PDF) 普遍級
臺灣蕃地寫真帖/遠藤寬哉作; 陳怡
如編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
灣文獻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4-87-5 (EPUB) 普遍級
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認證手冊/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醫學院評鑑
委員會, 11012 .-- 7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823-1-3 (平裝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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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111-7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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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112-4
(EPUB) 普遍級
認識臺灣 原來這樣美好: 基隆/林宜
賢作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信民文教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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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好的加薪呢?生為社畜,哪有平等/
牛存強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燁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2-016-1 (EPUB) 普遍級

輕熟女的舒緩漢方生活/櫻井大典監
修; 殷婕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葉社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96-9 (EPUB) 普遍級
輕熟女的舒緩漢方生活/櫻井大典監
修; 殷婕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葉社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400-3 (PDF) 普遍級
辣椒的世界: 認識世界各地的辣椒種
類與料理異趣/松島憲一著; 黃怡筠
譯 .-- 第 一 版 .-- 臺 中 市 : 晨 星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51-7 (EPUB) NT$294 普遍級
遠足: 社區醫學與職場實踐/楊慎絢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89-6
(PDF) 普遍級
魂通行證: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.七/宮
部美幸著;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獨步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3-27-8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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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68-4 (EPUB) 普遍級
劉為開 AR 擴增實境科技藝術個展:
原來世界這麼美,我們距離這麼近/劉
為開著 .-- 新竹市 : 竹宇印刷, 11012 .- 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56-5-6 (平裝) 普遍級
劉為開科技藝術展: 傳統與藝術的完
美邂逅/劉為開著 .-- 新竹市 : 竹宇印
刷, 11101 .-- 3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956-4-9 (平裝) 普遍級
增肌減脂 自煮訓練: IG 人氣營養師
團隊特別企畫,超省時 99 道常備便當
菜/超速配 21 款客製化餐盒/超符合

不同階段的不同需要/林敬鈞, 陳怡
儒, 蘇雅惠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
水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43-0-9 (EPUB) 普遍級
德國幼兒園的教育大震撼!/莊琳君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669-7 (PDF) 普遍級
德國幼兒園的教育大震撼!/莊琳君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670-3 (EPUB) 普遍級
*數學大觀念. 2: 從掐指一算到穿越
四次元的數學魔術/麥特.帕克(Matt
Parker)作; 畢馨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貓頭鷹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2-532-3 (EPUB) 普遍級
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: 從神經犯罪學
探究惡行的生物根源,慎思以治療取
代懲罰的未來防治計畫/Adrian Raine
著; 洪蘭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404-7 (EPUB) 普遍級
*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
文 集. 2021= The Proceeding of 2021
Symposium on Mold & Die Technology
and Applications/ 嚴 美 鳳 主 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模具工業同業公
會, 11012 .-- 3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9893-7-5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
遍級
樓上的好人/陳思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鏡文學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54-34-5 (PDF) NT$300
普遍級
樂活大叔只買 4 支股實戰筆記/施昇
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
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03-2 (PDF) 普遍級
樂活大叔只買 4 支股實戰筆記/施昇
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
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05-6 (EPUB) 普遍級
潛 入 混 沌 領 域 = Dive to the chaotic
territory/田島大介作 .-- 臺南市 : 德鴻
畫廊, 11012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4675-5-2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潘醫師針灸臨床 40 年回顧/潘隆森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群生診所,

11012 .-- 75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669-7-5 (精裝) NT$1000 普遍級
熟練駕馭跑車教戰手冊/流行騎士雜
誌編輯部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菁華,
1101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75-4-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宋史/覃仕勇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098-3 (EPUB) 普遍級
熱帶島讀: 攝影書與自出版= Tropical
reading: photobook and self-publishing/
傻 瓜 書 日 Fotobook DUMMIES Day
作 .-- 臺北市 : 朋丁 pon ding, 11101 .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628-4-4 (平裝) 普遍級
練好閱讀功: 20 個文學圈讀書會示例
/吳敏而, 侯秋玲, 賈文玲, 賴玉連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衛文化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0-555-3
(EPUB) 普遍級
練習蔬食: 超過 100 道多元營養搭配
的純植料理/李賢珠著; 張鈺琦譯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752-8 (EPUB)
普遍級
蔡仁厚教授紀念集: 慶壽紀念聯璧/
蔡仁厚教授紀念集編輯委員會著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鵝湖月刊社,
11012 .-- 288 面; 21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474-3-7 (平裝) NT$460 普
遍級
蔡文甫先生: 凡夫俗子不凡不俗的一
生/李瑞騰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
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0-398-8 (PDF) 普遍級
賣書成癡的真心告白/馬丁.萊瑟姆
(Martin Latham) 著; 胡洲賢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64-8
(EPUB) NT$450 普遍級
賣書成癡的真心告白/馬丁.萊瑟姆
(Martin Latham) 著; 胡洲賢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65-5 (PDF)
NT$450 普遍級
鄭若青首本個人紀念寫真集/鄭若青
Aikyo 作 .-- 臺 北 市 : 創 笙 國 際 ,
1101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50-7-2 (精裝) NT$19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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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售的技術= How I raised myself from
failure to success in selling/法蘭克.貝特
格(Frank Bettger)著; 嚴慧珍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久石文化, 11101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88-0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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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作; 施軼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7-8-8
(EPUB) 普遍級
學以自用: 管他考試升學工作升遷,
這次我只為自己而學!/湯姆.范德比
爾特(Tom Vanderbilt)著; 劉嘉路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63-8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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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7-027-5 (PDF) 普遍級
學會戰略性思考: 快速發想、迅速淘
汰、有效說服,讓人更聰明工作的思
考法/弗瑞德.佩拉德(Fred Pelard)著;
溫力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9-08-8 (PDF) 普遍級
學會戰略性思考: 快速發想、迅速淘
汰、有效說服,讓人更聰明工作的思
考法/弗瑞德.佩拉德(Fred Pelard)著;
溫力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9-14-9 (EPUB) 普遍級
學霸養成記: 歷代學子的逆襲之路/
韓明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849-5 (PDF) 普遍級
學霸養成記: 歷代學子的逆襲之路/
韓明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850-1 (EPUB) 普遍級
擁抱生命的不完美/陳燕麟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, 1101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994-7-0
(EPUB) 普遍級
機甲英雄 10th Anniversary 終極典藏
紀念公式集/鈊象電子機甲英雄製作
小 組 原 作 .-- 新 北 市 : 提 恩 傳 媒 ,

11102 .-- 15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21-1-5 (平裝) 普遍級
糖尿病讓血糖降下來乾貨分享/陳偉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101 .-- 2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878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/遠藤寬哉作;
陳怡如編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
館臺灣文獻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4-86-8 (PDF) 普遍級
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/遠藤寬哉作;
陳怡如編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
館臺灣文獻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4-88-2 (EPUB) 普遍
級
選擇障礙世代: 為何現代人如此缺乏
決心和毅力?如何在無限瀏覽時代中
學 會 專 心 致 志 ?/ 皮 特 . 戴 維 斯 (Pete
Davis)著; 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704-4 (PDF) 普遍級
選擇障礙世代: 為何現代人如此缺乏
決心和毅力?如何在無限瀏覽時代中
學 會 專 心 致 志 ?/ 皮 特 . 戴 維 斯 (Pete
Davis)著; 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705-1 (EPUB) 普遍
級
遺書教我的事/趙士懿作; 陳秋華採
訪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沐光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77-0-7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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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81-829-5 (EPUB) 普遍級
鋼 琴 動 畫 館 . 3: 日 本 動 漫 = Piano
power play series animation III/麥書文
化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書國際文化, 11012 .-- 1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29-8-8 (精裝)
普遍級
隨生命之流活出自己(米津玄師盛
讚!THE ORAL CIGARETTES 主唱寫
真散文集)/山中拓也作; 李惠芬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24-6 (EPUB)
普遍級
隨生命之流活出自己(米津玄師盛
讚!THE ORAL CIGARETTES 主唱寫

真散文集)/山中拓也作; 李惠芬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44-4 (PDF)
普遍級
餐桌上的魔豆: 豆類、豆芽菜與豆製
品的料理魔法,100 道不敗經典和創
意家常菜必收藏!/楊晴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26-8-4 (PDF)
普遍級
優秀的人,不會為了小事抓狂/文蔚然
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101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804-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壓力性損傷的預防及治療簡易參考
指南. 2019 年/于博芮, 黃文佩, 蕭晴
文, 林瑞萍, 許美玉, 黃淑芸, 吳宥霖
編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傷
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, 11012 .-- 5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90-08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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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(圖解版)/YUUKI YUU
監修; Kuri 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
星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46-3 (EPUB) 普遍級
彌撒曲集/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
禮儀委員會聖樂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,
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94-2-1 (第 3 冊:平裝) NT$150
普遍級
戴祖雄= Be my hero/Hero 祖雄製作 .- 臺北市 : 子席國際, 11012 .-- 15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27-0-2 (精
裝) 普遍級
獲利至上: 你的一舉一動,都是他們
的 賺 錢 工 具 !Meta 集 團
(Facebook,Instagram,Whatsapp) 稱 霸全
球的 經營黑幕 / 希拉. 法蘭柯(Sheera
Frenkel), 希西莉雅.康(Cecilia Kang)作;
陳柔含, 謝維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野人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663-5 (PDF) 普遍級
獲利至上: 你的一舉一動,都是他們
的 賺 錢 工 具 !Meta 集 團
(Facebook,Instagram,Whatsapp) 稱 霸全
球的 經營黑幕 / 希拉. 法蘭柯(Sheera
Frenkel), 希西莉雅.康(Cecilia Kang)作;
陳柔含, 謝維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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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人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664-2 (EPUB) 普遍級
癌症用藥手冊/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
學基金會 .-- 第二版 .-- 台北市 : 中華
景康藥學基金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2336-9-0 (PDF) 普遍
級
瞬間千年: 東亞海域周邊史論/鄭永
常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流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417-7 (EPUB) 普遍級
瞬間把人看到骨子裡/王照編著 .-- 第
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101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808-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螺絲愈來愈鬆: 從政客、名流和小人
物,記錄當代美國走向內在瓦解與重
建的心靈史/喬治.派克(George Packer)
著; 王姿云, 張苓蕾, 黃妤萱, 謝濟真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體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89-1-9 (PDF) 普遍級
螺絲愈來愈鬆: 從政客、名流和小人
物,記錄當代美國走向內在瓦解與重
建的心靈史/喬治.派克(George Packer)
著; 王姿云, 張苓蕾, 黃妤萱, 謝濟真
譯 .-- 出版 .-- 新北市 : 黑體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89-2-6 (EPUB) 普遍級
謎一樣的國家: 老玩童探索以色列/
鄧予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04-7 (PDF) 普遍級
謙卑先生與屠夫醫生: 實現首例恆河
猴換頭手術,神經外科先驅羅伯.懷特
對移植人類大腦的追求,以及靈魂移
植 的 追 尋 / 布 蘭 迪 . 席 萊 斯 (Brandy
Schillace)著; 徐仕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160-9 (EPUB) NT$336 普
遍級
謝明哲博士的保健食品全事典(暢銷
10 年增訂版)/謝明哲著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36-8 (EPUB) 普遍級
雖然會胖,但還是想一個人吃完半半
炸雞再睡(夜食症候群的深夜飢餓告
白)/朴相映著; 陳慧瑜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671-0 (PDF) 普遍級

雖然會胖,但還是想一個人吃完半半
炸雞再睡(夜食症候群的深夜飢餓告
白)/朴相映著; 陳慧瑜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672-7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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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28-4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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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48-2 (PDF) 普遍級
竄改基因: 改寫人類未來的 CRISPR
和基因編輯/奈莎.卡雷著(Nessa Carey)
作; 陸維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貓
頭鷹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2-530-9 (EPUB) 普遍級
翻譯乃大道,譯者獨憔悴: 余光中翻
譯論集/余光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50-399-5 (PDF) 普遍級
職位說明書撰寫實務/廖明煌, 陳秋
福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管,
11101 .-- 34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9-105-1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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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81-992-6 (EPUB) 普遍級
職場神獸養成記: 社畜必死,變身神
獸一輩子有錢賺/白慧蘭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99-0 (PDF)
普遍級
職場神獸養成記: 社畜必死,變身神
獸一輩子有錢賺/白慧蘭作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02-7 (EPUB)
普遍級
職場假象: 想在公司混得風生水起,
首先要練就一張厚臉皮/戴譯凡, 賀
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81-651-2 (EPUB) 普遍級

職場健康紀錄 500 句型/楊慎絢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90-2 (PDF)
普遍級
職場傻白甜的逆襲: 我是魯蛇,升職
調薪不再是做夢/邱文仁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95-2 (PDF)
普遍級
職場傻白甜的逆襲: 我是魯蛇,升職
調薪不再是做夢/邱文仁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96-9 (EPUB)
普遍級
舊金山洛杉磯美西南= An railpass trip
on San Francisco.LA & Southwestern
USA/楊春龍文字.攝影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采晴出版工作室, 11101 .-24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200-1-5 (平裝) NT$398 普遍級
舊約聖經講章寶庫: 以斯帖記/黃六
點, 李元樞收集; 大光出版部編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光傳播, 1101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475-170-9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75-171-6 (第 2
冊:平裝) 普遍級
舊約聖經講章寶庫: 以斯拉記/黃六
點, 李元樞收集; 大光出版部編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光傳播, 11012 .-32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75167-9 (平裝) 普遍級
舊約聖經講章寶庫: 尼希米記/黃六
點, 李元樞收集; 大光出版部編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光傳播, 1101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475-168-6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75-169-3 (第 2
冊:平裝) 普遍級
舊約聖經講章寶庫: 歷代志. 下/黃六
點, 李元樞收集; 大光出版部編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光傳播, 1101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475-165-5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75-166-2 (第 2
冊:平裝) 普遍級
舊約聖經講章寶庫: 歷代志. 上/黃六
點, 李元樞收集; 大光出版部編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光傳播, 1101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475-163-1 (第 1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475-164-8 (第 2
冊:平裝) 普遍級
藏思: 在藏身之處思念你,將沒說出
口的話語,藏於詩裡/林保華著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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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新竹縣 : 思考致勝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563-3-4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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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金妍我作;
林 大 懇 譯 .-- 新 北 市 : 臺 灣 廣 廈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0-530-1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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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5-06-5 (PDF)
NT$245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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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5-08-9 (EPUB)
NT$245 普遍級
雙木成林/李潔珂(Jessica J. Lee)著; 郭
庭瑄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5-080-5 (EPUB) 普遍級
雙語體育教學輕鬆上路/程峻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1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53-8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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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Moku 譯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
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0-527-1 (EPUB) 普遍級
懶人瑜伽: (漫畫解剖)16 式超有感
「輕懶慢」宅瑜伽,拯救你的自律神
經失調(微說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所
作; 林晏伶朗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
化, 11012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9-566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19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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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27-3
(PDF) 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62-9
(EPUB) NT$340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0-53-9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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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830-3
(EPUB) 普遍級

讀客家俗諺.學客語字音字形/鄭明中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444-3
(PDF) 普遍級

圣经信息系列: 加拉太书: 耶稣基督
是惟一的路/斯托得(John Stott)著; 陳
恩明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11-2
(EPUB) 普遍級

羅素回憶錄: 生平自述、人物紀事與
散文/羅素(Bertrand Russell)著; 李政
賢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460-3 (PDF) 普遍級
藝振人心 翰墨大愛: 王阿勉.周熙斌
雙個展/王阿勉, 周熙斌總編輯 .-- 臺
北市 : 康寧大學, 11011 .-- 2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9-1-0 (平裝)
普遍級
藤森照信 建築偵探放浪記: 順風隨
心的建築探訪/藤森照信作; 謝晴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10-8
(EPUB) 普遍級
關鍵突破/吳靜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8-117-5 (EPUB) 普遍級
贏在轉型力: 後疫情時代與數位化的
15 個人生啟示/勵活課程講師群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94-0
(EPUB) 普遍級
儷朋/聆月詩集/陳進雄, 吳素娥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卯月霽商行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14-5-4
(PDF) 普遍級
*攝影泡沫紅茶/汪正翔 Sean Wang, 鄭
弘敬 teikoukei 作 .-- 臺北市 : 我親,
11012 .-- 21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398-2-9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護理質性研究方法/林惠如, 顧雅利,
孫凡軻, 李佩育, 周傳姜, 王守玉, 葉
月珍, 簡麗瑜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華杏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4-634-4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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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458-0 (PDF) 普遍級
歡迎光臨町中華: 昭和時代最懷念的
味道/北尾杜呂著; 林詠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101 .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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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55-1-3
(EPUB) 普遍級
變色龍超圖鑑: 品種、繁殖、飼育知
識一本掌握/加藤学著; 童小芳譯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099-0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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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李魁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28-1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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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84-6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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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85-3 (EPUB) 普遍級
*讓您快速成功的 12 本經典之作/王
大 偉 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華 志 文 化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95-5-9 (PDF) NT$26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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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2-003-1 (EPUB)
普遍級
靈魂之書: 52 週冥想練習,在迷惘不
安的世間,為靈魂尋求棲居之所(微說
書)/漫遊者內容研究所作; 林晏伶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12 .-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567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 普遍
級
ジャンル表現としてのメディア言
說の探究/落合由治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瑞蘭國際, 11012 .-- 238 面;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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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经信息系列: 使徒行传: 祂施行拯
救,直到地极/斯托得(John Stott)著; 黃
元林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12-9
(EPUB) 普遍級
*剡源集附札記; 湛淵遺稿; 安默庵先
生文集/(元)戴表元撰, (元)白珽撰,
(元)安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文
豐, 73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73326-5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*剡源集附札記; 湛淵遺稿; 安默庵先
生文集/(元)戴表元撰, (元)白珽撰,
(元)安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文
豐, 73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173327-2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峮峮 Quning/吳函峮(峮峮)作; 林予晞
攝影 .-- 臺北市 : 洧誠國際, 11102 .-144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551-1-6 ( 平 裝 ) .-- ISBN 978-62695551-0-9 (精裝) 普遍級
*儒家思想: 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/
杜維明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494-1 (EPUB) 普遍級
韓非子的哲學/王邦雄著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76-7 (EPUB) 普遍
級
牟宗三哲學: 二十一世紀啟蒙哲學之
先河/盧雪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
卷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78-561-2 (PDF) NT$760 普遍級
西洋哲學史話/鄔昆如著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93-4 (EPUB) 普遍
級
NLP 心理溝通術: 激發自我、與人溝
通、成就未來/加藤聖龍著; 楊明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5-15-2 (EPUB) 普遍級

倫理學釋論/陳特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477-4 (EPUB) 普遍級
當下的力量: 通往靈性開悟的指引/
艾克哈特.托勒(Eckhart Tolle)著; 梁永
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5-04-2 (EPUB) NT$199 普遍級
絕對與圓融: 佛教思想論集/霍韜晦
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88-0
(EPUB) 普遍級
新譯妙法蓮華經/張松輝注譯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72-9 (EPUB)
普遍級
新譯黃庭經.陰符經/劉連朋, 顧寶田
注 譯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470-5 (EPUB) 普遍級
恩典現場: 在破碎世界中尋索上帝/
楊腓力(Philip Yancey)著; 徐成德譯 .-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07-5 (EPUB)
普遍級
智慧新世界: 圖靈所沒有預料到的人
工智慧/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編著;
林守德, 高涌泉主編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469-9 (EPUB) 普遍級
筋膜解密: 洞悉藏身在肌肉、器官與
骨骼間的神祕網絡/David Lesondak 原
著; 李冠甫, 胡椀婷, 陳佳妤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3-04-7
(PDF) 普遍級
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. 1: 天天吃蔬果,
防癌保健康!/溫國智, 黃經典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0-1-2
(PDF) NT$480 普遍級
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. 2: 常常吃海鮮,
瘦身、身體棒、腦力佳!/溫國智, 黃
經典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
福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30-5-0 (PDF) 普遍級
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. 5: 善用南北貨,
嘗百鮮、易保存,天天享美味/黃經典,
黃祥恩, 陳冠廷, 蔡敬修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 1101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0-2-9
(PDF) NT$480 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69-0 (EPUB)
普遍級

10 大料理職人親授 101 道日式家常
菜: 900 張簡單易懂步驟圖讓您在家
輕鬆做出健康又讓人感動的五星級
美味!/中華日式料理發展協會著; 周
禎和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
福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18-7-7 (PDF) 普遍級

*麥克波羅伊功能性訓練聖經/麥克.
波羅伊(Michael Boyle)著; 林淑鈴譯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70-6
(EPUB) 普遍級

今天的點心吃這道好嗎?: 折田菓舖
101 道超人氣打卡名點隨你選!/折田
將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
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30-4-3 (PDF) 普遍級
自己做!網友最愛,秒殺團購名點&伴
手禮 Top100: 全台最 Hot,100 款新手
也不會失敗的美味配方,1000 張照片
完全圖解!/馮嘉慧(Maggie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8-5-3
(PDF) NT$399 普遍級
風靡全球,英國奶奶最愛的 100 道經
典手工甜點: 專為料理新手設計,溫
暖 又 可 愛 的 便 當 入 門 菜 /Amy(Amy
Rattigan, 冉庭 恩)著 ; 周禎 和 食譜 攝
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30-0-5 (PDF) 普遍級
日本超可愛幸福媽咪 Rika の 150 道
愛家便當: 專為料理新手設計,溫暖
又可愛的便當入門菜/Rika(新井利佳)
文字.繪圖; 周禎和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8-8-4 (PDF)
普遍級
肉味廚房/陳秉文(Bingo)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0-6-7 (PDF)
普遍級
海味廚房/陳秉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0-3-6 (PDF)
NT$399 普遍級
女力!從零開始重量訓練: 4 大類肌力
訓練 X9 階段週期計畫,專業教練這
麼做、基礎健身到職業選手都在練
的女性專屬力量訓練攻略/盧.舒勒
(Lou Schuler), 艾 爾 文 . 科 斯 葛 羅 夫
(Alwyn Cosgrove)著; 羅譽寅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12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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詭圖: 地圖歷史上最偉大的神話、謊
言和謬誤/愛德華.布魯克希欽
(Edward Brooke-Hitching) 著 ; 周 翰 廷
譯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94-10-5
(EPUB) 普遍級
帶這本書去埃及/張榜奎著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95-8 (PDF)
普遍級
*可可.香奈兒: 謎樣的山茶花/李民安
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81-1
(EPUB) 普遍級
套 公 式 學 越南 語 !/ 阮秋姮, 厲家揚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0-55-3 (PDF) 普遍級
中國文學概論/尹雪曼著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87-3 (EPUB) 普遍
級
*中國文學概論/黃麗貞著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92-7 (EPUB) 普遍
級
*新譯六朝文絜/蔣遠橋注譯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80-4 (EPUB)
普遍級
你在雨中的書房,我在街頭: 蘇紹連
詩攝影集/蘇紹連作 .-- 新北市 : 小雅
文創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95-6-0 (EPUB) NT$288 普
遍級
島與島飛翔: 陳謙詩選(1987-2009)/陳
謙著; 王文仁選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雅文創事業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095-9-1
(EPUB)
NT$256 普遍級
孵夢森林: 愛羅手機攝影詩集/愛羅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雅文創事業,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78-0-6 (EPUB) NT$320 普遍級

印刻文學, 1101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7-517-8 (EPUB) 普遍級

*新譯蘇軾詞選/鄧子勉注譯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83-5 (EPUB)
普遍級

以愛之銘: 「亞洲第一男神」顧又銘
寫真集/顧又銘作; 郭威攝影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18-9-1
(PDF) 普遍級

新譯世說新語/劉正浩, 邱燮友, 陳滿
銘, 許錟輝, 黃俊郎注譯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71-2 (EPUB) 普遍
級
新譯山海經/楊錫彭注譯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90-3 (EPUB) 普遍
級
*封神演義/陸西星撰, 鍾伯敬評, 楊
宗瑩校注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482-8 (EPUB) 普遍級
儒林外史/吳敬梓撰; 繆天華校注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79-8
(EPUB) 普遍級
*我不可告人的鄉愁/林俊頴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25-3
(EPUB) 普遍級
*待月記/柳丹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526-0 (EPUB) 普遍
級
*某某人的夢/林俊穎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27-7 (EPUB)
普遍級
*心愛的無緣人/邱祖胤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24-6
(EPUB) 普遍級
*少女媽祖婆/邱祖胤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23-9 (EPUB)
普遍級
宋代園林及其生活文化/侯迺慧著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86-6
(EPUB) 普遍級
尋畫: 吳耀忠的畫作、朋友與左翼精
神/林麗雲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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