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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書分類目錄
總類
特藏
民 國 十 七 年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= The
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-shek in
1928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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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冊 .-- (政大人文系列
叢書) .-- ISBN 978-626-95253-8-6 (上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626-95253-9-3
(下冊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蔣中正 2.CST: 傳記 3.CST: 歷
史檔案 005.32

萍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4-80-3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筆記法 019.2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
漫畫大英百科. 文明文化. 7 : 安全防
災 / Bombom Story 文 ; 趙秉周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68 面; 25 公分 .-- (漫畫
大英百科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658755-9 (精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百科全書 2.CST: 兒童讀物
3.CST: 漫畫 049.41

連續性出版品；期刊
目錄學；文獻學
焚書 : 遭到攻擊與在烈焰中倖存的
知識受難史 / 理查.歐文登(Richard
Ovenden)著 ; 余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4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知
識叢書 ; 1111) .-- ISBN 978-626-335015-1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書史 2.CST: 世界史 011.4
開卷隨筆 / 李維, 風見喬, 倪小恩, 破
風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
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76-2 (平裝)
NT$330 普遍級
1.CST: 推薦書目 012.4
心智圖閱讀術 / 胡雅茹著 .-- 二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Guide Book ;
379) .-- ISBN 978-626-320-068-5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讀書法 2.CST: 閱讀法 019.1
名作要從最後一句開始讀 / 齋藤美
奈子著 ; 王華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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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4-125-4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閱讀指導 2.CST: 讀書法
019.1
那些成功者都有一套自己的筆記規
則 : 活用 64 張圖,讓手帳一目瞭然的
歸納整理術! / 佐久間英彰作 ; 黃立

新亞論叢. 第二十二期 / <<新亞論叢
>>編輯委員會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- (大學叢書.
新亞論叢 ; 1703008) .-- 年刊 .-- ISBN
978-986-478-604-6 (平裝) NT$700 普
遍級
1.CST: 期刊 051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
國家人權博物館年報. 2020 = 2020
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annual
report / 顏子健執行編輯 .-- 新北市 :
國家人權博物館, 11012 .-- 14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32-9 (平裝)
NT$160 普遍級
1.CST: 國家人權博物館
069.957927
化蛹成蝶 : 國立歷史博物館第十四
任 館 長 廖 新 田 文 集 (2018-2022) =
Metamorphosis : collected essays by
Dr.Liao Hsin-tien, 14th general-director
of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(20182022) /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歷史博物
館, 11101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549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廖新田 2.CST: 國立歷史博物
館 3.CST: 臺灣傳記 4.CST: 文集
069.97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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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論叢
公民對話錄 :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
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. 第 35 集 /
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.-- 初版 .-- 宜
蘭市 : 財團法人宜蘭社區大學教育
基金會, 11103 .-- 255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767-8-0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078
心靈點滴 :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
題講座彙編. 第 41 集 / 宜蘭暨羅東社
區大學等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財團
法人宜蘭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,
11103 .-- 25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67-7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078
歷史、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. 二十二
/ 葉湘雯, 林潤華, 王見川, 余詩涵, 聶
雅婷, 呂一中, 王惠琛, 呂昇陽, 施寬
文作 ; 馬力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33
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系列 ; 99) .-- ISBN
978-986-5600-55-6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言論集 078
戲子。婊子。政客。 / 徐桂峯著 .-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府會春秋雜誌社,
11101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(府會春秋
書系 ; 1) .-- ISBN 978-626-95689-0-1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078
鸚鵡的故事 : 經濟問題與對策 / 莊春
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674-3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言論集 2.CST: 經濟學 3.CST:
社會問題 078

群經
肅禮作毓 : 黃慶萱教授九豑壽論文
集 / 賴貴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780 面; 26 公分 .-- (學術論文集叢書 ;
1500021) .-- ISBN 978-986-478-601-5
(精裝) NT$980 普遍級
1.CST: 經學 2.CST: 中國文學 3.CST:
文集 090.7

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/ 錢穆作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9-3307-8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經學 2.CST: 漢代 090.92
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/ 錢穆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396-3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經學 2.CST: 漢代 090.92

哲學類
總論
廁所裡的哲學課 : 每天 14 分鐘,跟著
蘇格拉底、笛卡兒、尼采等 13 位世
界哲人,秒懂 100 個最經典的哲學思
維 / 亞當.弗萊徹, 盧卡斯.NP.艾格, 康
拉德.柯列弗作 .-- 二版 .-- [臺北市] :
創意市集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104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9-82-1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哲學 2.CST: 通俗作品 100

學術思想概論
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/ 錢穆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389-5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哲學史 112
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/ 錢穆作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9-3306-1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學術思想 2.CST: 文集 3.CST:
中國 112.807
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/ 錢穆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386-4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學術思想 2.CST: 文集 3.CST:
中國 112.807

中國哲學
晚學盲言 / 錢穆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東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103 .-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957-19-3309-2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- ISBN
978-957-19-3310-8 (下冊: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中國哲學 2.CST: 文集 120.7
晚學盲言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103 .-冊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957-14-7393-2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
978-957-14-7394-9 (下冊: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中國哲學 2.CST: 文集 120.7
先秦哲學史 / 曾春海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5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616-4 (平裝) NT$620 普遍級
1.CST: 先秦哲學 121
先秦諸子繫年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99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
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387-1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先秦哲學 121
易經文義通解(增訂本) / 陸寶千著 .-增訂一版 .-- 新北市 : 廣文書局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4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3-90-8 (精裝) NT$980 普
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注釋 121.12
易經白話講座 : 64 卦,卦卦讓你找到
內在真實的力量 / 王思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
基地發行, 11103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45-21-3 ( 平 裝 )
NT$750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注釋 121.12
毓老師講<<易傳>> / 愛新覺羅毓鋆
講述 ; 許晉溢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
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103 .-- 冊 .-- (奉元講義 ; 11) .-ISBN 978-986-06924-5-7 (全套:平裝)
NT$700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注釋 121.12
易經說養生先養心 : 讓六十四種智
慧的心,引領你進入易理的養生世界。
/ 趙世晃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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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(勁草生活 ; 529) .-- ISBN 978626-320-087-6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養生 121.17
儒釋道修真伏魔籙 : 正氣歌.五公經.
太上洞淵神咒經合一篇 / 蓬萊野鶴
(王工文)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財
團法人臺灣發展研究院, 11101 .-- 260
面; 26 公分 .-- (野鶴<>應用漫談歸宗
系列. 宗教修真篇) .-- ISBN 978-62695667-0-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研究考訂
121.17
融通致用的生命實踐 : 民國<<易>>
學研究 / 陳進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3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831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易經 2.CST: 研究考訂
121.17
深叩孔孟 / 黃俊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4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98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孔孟思想 2.CST: 儒學 121.2
德言並立.儒義新詮 : 對先秦儒家之
哲學思考 / 吳進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600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儒家 2.CST: 儒學 3.CST: 先秦
哲學 121.2
樂教分離 : 從孔子、荀子到朱熹 / 許
明珠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0-086-9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儒家 2.CST: 音樂教育 121.2
龔鵬程學.思.俠.遊特輯. 1, 儒學新思 /
龔鵬程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5-73-4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儒學 2.CST: 儒家 121.2
文明互鑑論 / 滕文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龍視界, 11102 .-- 25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0-6-8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儒學 2.CST: 文集 121.207
少年讀諸子百家. 1, 孔子 : 仁的世界
/ 張嘉驊文 ; 陳裕仁圖 .-- 第一版 .--

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 18X2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5-466-7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(周)孔丘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哲學 4.CST: 通俗作品
121.23

捨我其誰 : 孟子演義. 卷三, 滕文公篇
/ 木本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文
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坊發行,
11102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儒
學) .-- ISBN 978-986-99754-9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孟子 2.CST: 注釋 121.268

道與政之間 : 周秦漢之際的孔子論
述 / 吳曉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
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92
面; 21 公分 .-- (典範集成.思想 ; 5) .-ISBN 978-957-17-3328-9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(周)孔丘 2.CST: 學術思想
121.23

捨我其誰 : 孟子演義. 卷五, 萬章篇 /
木本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文創
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坊發行,
11102 .-- 172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儒
學) .-- ISBN 978-626-95765-1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孟子 2.CST: 注釋 121.268

少年讀諸子百家. 2, 孟子 : 燃出善的
火焰 / 張嘉驊文 ; 陳裕仁圖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4 面; 18X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67-4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(周)孟軻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哲學 4.CST: 通俗作品
121.26
孟子與離婁 / 南懷瑾講述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30-6-3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孟子 2.CST: 注釋 121.268
捨我其誰 : 孟子演義. 卷一, 梁惠王篇
/ 木本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文
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坊發行,
1110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儒
學) .-- ISBN 978-986-99754-7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孟子 2.CST: 注釋 121.268
捨我其誰 : 孟子演義. 卷七, 盡心篇與
孟子全書跋文 / 木本著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
風坊發行, 11102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 (生活儒學) .-- ISBN 978-626-957653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孟子 2.CST: 注釋 121.268
捨我其誰 : 孟子演義. 卷二, 公孫丑篇
/ 木本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文
創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坊發行,
11102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儒
學) .-- ISBN 978-986-99754-8-3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孟子 2.CST: 注釋 121.268

捨我其誰 : 孟子演義. 卷六, 告子篇 /
木本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文創
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坊發行,
11102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儒
學) .-- ISBN 978-626-95765-2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孟子 2.CST: 注釋 121.268
捨我其誰 : 孟子演義. 卷四, 離婁篇 /
木本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文創
書苑出版社出版 : 仁風坊發行,
11102 .-- 228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儒
學) .-- ISBN 978-626-95765-0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孟子 2.CST: 注釋 121.268
少年讀諸子百家. 5, 荀韓 : 天平上的
禮和法 / 張嘉驊文 ; 陳裕仁圖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4 面; 18X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70-4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(周)荀況 2.CST: (周)韓非
3.CST: 學術思想 4.CST: 哲學 5.CST:
通俗作品 121.27

1.CST: 道德經 2.CST: 注釋

121.311

少年讀諸子百家. 4, 老莊 : 水最柔弱
也最強 / 張嘉驊文 ; 陳裕仁圖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2 面; 18X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69-8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(周)莊周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哲學 4.CST: 通俗作品
121.33
莊子纂箋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8
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ISBN 978-957-14-7388-8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莊子 2.CST: 注釋 121.331
少年讀諸子百家. 3, 墨子 : 讓天下人
都相愛 / 張嘉驊文 ; 陳裕仁圖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8 面; 18X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68-1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(周)墨翟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哲學 4.CST: 通俗作品
121.41
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/ 錢穆作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9-3308-5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理學 2.CST: 宋代 125
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/ 錢穆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395-6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理學 2.CST: 宋代 125

其維哲人 告知話語 : 雜談老子思想
及其大器應用之未來學 / 田台鳳著 .- 臺北市 : 上揚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80-2-1 (平裝) NT$560 普
遍級
1.CST: (周)李耳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先秦哲學 121.31

程顥.程頤 / 李日章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哲學家叢
書) .-- ISBN 978-957-19-3301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(宋)程顥 2.CST: (宋)程頤
3.CST: 學術思想 4.CST: 理學 125.2

是『恆道』不是『常道』 : 老子<<
道德經>>恆道維新解注 / 陳清淵編
著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台灣老子恆道
文教學會, 11102 .-- 404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296-5-9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
東方哲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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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亞儒學與經典詮釋 : 韓國與越南
儒學的開展 / 林月惠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
所, 11101 .-- 338 面; 23 公分 .-- (文化

交流與觀照想像會議論文集 ; 3) .-ISBN 978-626-7002-65-0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儒學 2.CST: 文集 3.CST: 韓國
4.CST: 越南 132.07

ISBN 978-957-32-9454-2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塞內卡(Seneca, Lucius
Annaeus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 希
臘羅馬哲學 141.75

我的薄伽梵歌(圖解版) : 一位印度神
話學家的超凡生命智慧 / 德杜特.帕
塔納克(Devdutt Pattanaik)著 ; 江信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地平線文化,
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1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84-8-8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印度哲學 2.CST: 自我實現
137.84

傅柯 / 迪迪耶.艾希邦(Didier Eribon)
著 ; 尉遲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山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616 面; 21
公分 .-- (春山之巔 ; 14) .-- ISBN 978626-95639-0-6 (平裝) NT$760 普遍級
1.CST: 傅柯(Foucault, Michel) 2.CST:
學術思想 3.CST: 哲學 4.CST: 傳記
146.79

西洋哲學
理想世界的柏拉圖式戀愛 : 沒有了
愛的語言,所有文字都是乏味的!從
<<會飲篇>>探討愛的本質 / 劉燁, 曾
紀軍編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65 面;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22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柏拉圖(Plato, 427-347 B.C.)
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 古希臘哲學
4.CST: 愛 141.4
吾愛吾師,吾更愛真理 : 西方哲學的
奠基者亞里斯多德 / 劉燁, 柳映書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2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58-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亞里斯多德(Aristotle, 384-322
B.C.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 哲學
141.5
亞里斯多德與<<形上學>> / 威廉.大
衛.羅斯(Sir William David Ross)著 ; 徐
開來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67-9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亞里斯多德(Aristotle, 384-322
B.C.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 形上學
141.5
論人生短暫 : 師承希臘羅馬的斯多
噶學派經典人生智慧,求得心緒的寧
靜,以及關於時間與錢財的雋永名言
/ 塞內卡(Seneca)著 ; 柯宗祐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

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/ 叔本華著 ;
景天譯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
文創社, 11104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1-25-5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叔本華(Schopenhauer, Arthur,
1788-1860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
哲學 147.53
悲劇哲學家尼采 = Nietzsche / 陳鼓應
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
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52 面; 21
公分 .-- (人文) .-- ISBN 978-957-053397-2 (平裝) NT$430 普遍級
1.CST: 尼采(Nietzsche, Friedrich
Wilhelm, 1844-1900)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哲學 147.66
存在主義,海德格的思考 : 為傳統的
哲學概念,賦予全新的意義,從<<存在
與時間>>探索存在的本質 / 劉燁, 王
勁玉編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4 面;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60-4 (平裝) NT$375 普遍級
1.CST: 海德格爾(Heidegger, Martin,
1889-1976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
哲學 147.72
班雅明檔案 / 詹明信(Fredric Jameson)
著 ; 莊仲黎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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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8-156-4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1.CST: 班雅明(Benjamin, Walter,
1892-1940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
西洋哲學 147.79

邏輯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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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控現場的惡之論理技巧 / 突擊東
北著 ; 金桃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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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9-09-6 (平裝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邏輯 2.CST: 辯證法 150
邏輯學哪有這麼難 : 零艱澀理論,零
刻板教條,十六位邏輯大師用最幽默
的生活語言道出最深奧的邏輯學 /
齊露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6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63-5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邏輯 2.CST: 通俗作品 150

形上學；玄學
意識宇宙 : 超越理智感官極限 =
Conscious universe : beyond the limits of
intellectual and sensation / 華才作 .-- 第
二版 .-- 新北市 : 祐安大斅出版 : 祐
安精品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28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583-9-7 (平
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宇宙論 163

心理學
基礎心理學 : 解讀生活中的大小事 /
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許懷文翻譯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
年伽利略 ; 21) .-- ISBN 978-986-461275-8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學 170
路西法效應 : 在善惡的邊緣了解人
性 / 菲利普.金巴多(Philip G. Zimbardo)
著 ; 孫佩妏, 陳雅馨譯 .-- 三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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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(科學
新視野 ; 82) .-- ISBN 978-626-318-1694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分析論 2.CST: 善惡
170.1
別讓壞情緒影響你的健康 : 失眠、
憂鬱、自卑、暴躁......身體的每個器
官都在反應著你的心情 / 安旻廷, 禾
土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8 面; 23 公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57-4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心理衛生 172.9
病由心生 : 內心的傷痛,身體都知道 /
卓文琦, 墨迪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4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25-3 (平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心理衛生 172.9
暢快掃除活著心好累的筆記術 / 前
田泰章著 ; 伊之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286 面; 21 公分 .-- (Life) .-- ISBN 978957-14-7376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心理衛生 2.CST: 心理諮商
3.CST: 心理治療法 172.9
嬰兒觀察 / 麗莎.米勒(Lisa Miller), 瑪
格麗特.羅斯汀(Margaret Rustin), 邁可.
羅斯汀(Michael Rustin), 茱蒂.沙托沃
斯(Judy Shuttleworth)編 ; 樊雪梅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(Psychotherapy ; 60) .-- ISBN 978986-357-233-6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嬰兒心理學 2.CST: 心理發展
3.CST: 個案研究 173.19
你的行為,我理解不能 : 盜版不
「盜」、罰款實驗、貪便宜的機會,
是誰在操控誠實? / 郭琳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76 面; 21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24-6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成人心理學 2.CST: 色彩心理
學 3.CST: 通俗作品 173.3
給總是認為自己不夠好的妳 : 女人
值得更多掌聲,別讓冒牌者症候群壞
了妳的人生 / 伊麗莎白.卡多赫, 安娜.
德蒙塔爾洛作 ; 黃琪雯, 王浩永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35-5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女性心理學 2.CST: 自信
3.CST: 自我肯定 173.31
拉近親子距離的 PLUS 加分對話 : 用
九型人格讀懂孩子的心 / 陳思宏, 游
紫華著 ; 楊雯婷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橙實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
23 公分 .-- (Orange life ; 20) .-- ISBN
978-626-95198-3-5 (平裝) 普遍級

1.CST: 人格心理學 2.CST: 人格特質
3.CST: 親職教育 173.75
心理韌性 : 18 項練習鍛鍊堅毅平衡
的心理狀態,泰然面對生活中的所有
變 化 / 戴 蒙 . 札 哈 里 斯 (Damon
Zahariades)著 ; 許家瑜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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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4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企畫
叢書) .-- ISBN 978-626-315-088-1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意志 2.CST: 壓力 3.CST: 自我
肯定 173.764
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 / 費爾貝恩(W.
R. D. Fairbairn)作 ; 劉時寧翻譯 .-- 一
版 .-- 高雄市 :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4 .-- 31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19-8-5 ( 平 裝 )
NT$460 普遍級
1.CST: 精神分析 2.CST: 人格發展
175.7
我死過,所以知道怎麼活 : 與死神相
遇的 11 分鐘 / 鍾灼輝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View 系列 ; 112) .-- ISBN 978-957-139982-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超心理學 2.CST: 靈修 175.9
個人實相的本質 / Jane Roberts 著 ; 王
季慶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(文庫
版賽斯書 ; 3) .-- ISBN 978-986-070752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
978-986-0707-53-3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0707-54-0 (第
3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0707-55-7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0707-56-4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超心理學 2.CST: 心靈學
3.CST: 靈修 175.9
量子習慣 : 有效掌控「時間」與
「空間」的生活魔法 / 村松大輔著 ;
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104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(圓神文叢 ; 312) .-- ISBN 978986-133-818-7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超心理學 2.CST: 心靈學
3.CST: 靈修 175.9
與精靈連結 : 探索大自然精靈的魔
法世界 / 芙蕾薇拉.凱特.彼得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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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lavia Kate Peters)著 ; 周家麒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心靈成長系列 ; 237) .-- ISBN 978626-95318-3-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超心理學 2.CST: 靈修 175.9
大腦之外的思考力 : 各領域專家如
何運用肢體、環境、人際關係,協助
大腦突破思考的局限 / 安妮.墨菲.保
羅(Annie Murphy Paul)著 ; 龐元媛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認真職場 ; 20) .- ISBN 978-986-06783-7-6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思考 2.CST: 認知心理學
176.4
看漫畫輕鬆學 : 創意思考 / 旺文社編
輯部編著 ; 太田康士漫畫.繪圖 ; 原木
櫻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1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448-3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創意 2.CST: 創造性思考
176.4
開發大腦思維訓練 : 讓思考更敏捷、
深化記憶、迅速理解、強化腦連結 /
楊瑜君, 萬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沐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3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77-2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思考 2.CST: 思維方法 176.4
轉動內心的聚光燈,照亮人生更多可
能 : 臨床心理師的科學轉念法,跳脫
思考盲點、提升心理彈性 / 蘇益賢
著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8-151-9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思考 2.CST: 思維方法 176.4
情緒自控,現代人的心理健康報告 :
莫名煩躁、情緒失控、放棄理性......
讀懂情緒心理學,徹底擺脫杏仁核劫
持! / 郭琳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0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44-4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情緒管理 176.5

沒事的,我的焦慮怪獸 : 給 10 歲以上
年輕人擺脫不安、憤怒、恐慌、分
離、人際關係障礙的生存手冊 / 蘇.
諾爾斯(Sue Knowles), 布麗迪.蓋樂格
(Bridie Gallagher), 菲 比 . 麥 克 尤 恩
(Phoebe McEwen)著 ; 艾米琳.皮德根
(Emmeline Pidgen)繪 ; 許玉意譯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心
靈成長 ; BCCG0081P) .-- ISBN 978986-398-746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焦慮 2.CST: 情緒管理
176.527
鬆綁你的焦慮習慣 : 善用好奇心破
除焦慮與恐懼的迴圈,有效戒除壞習
慣的實證法則 / 賈德森.布魯爾
(Judson Brewer)作 ; 蕭美惠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77-5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焦慮 2.CST: 情緒管理
176.527
願你擁有憤怒的自由 / 叢非從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8 面; 22 公分 .- (Vision ; 222) .-- ISBN 978-986-406276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憤怒 2.CST: 情緒管理
176.56
國際犯罪學專家教你分辨真偽、立
破謊言 : 掌握關鍵五步驟,潛臺詞、
微表情、肢體語言、文字漏洞,瞬間
現形 / 大衛.克雷格(David Craig)著 ;
張瓅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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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(BI ; 7139) .-- ISBN
978-626-318-146-5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行為心理學 2.CST: 欺騙
3.CST: 說謊 4.CST: 肢體語言 176.8
影響力 : 讓人乖乖聽話的說服術 / 羅
伯特.席爾迪尼(Robert B. Cialdini)著 ;
謝儀霏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久石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12 面; 23
公分 .-- (Business ; 28) .-- ISBN 978626-95288-1-3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說服 2.CST: 應用心理學
177
人生劇本 : 心理學大師的人際溝通
分 析 學 / 克 勞 德 . 史 坦 納 (Claude

Steiner)著 ; 洪夏天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2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ViewPoint ;
107) .-- ISBN 978-626-318-142-7 (平裝)
NT$490 普遍級
1.CST: 溝通分析 2.CST: 人際傳播
177.1
20 幾歲,決定男人的一生 / 張禮文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
圖書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成功講座 ; 380) .-- ISBN 978986-392-405-0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生活指導
177.2
二戰以來,療癒日本的國民讀本 / 塞
繆爾.斯邁爾斯作 ; 陳實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
司, 11104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成功
講座 ; 381) .-- ISBN 978-986-392-411-1
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自我肯定
3.CST: 成功法 177.2
人生必讀的智慧定律 / 李津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
生 必 讀 經 典 ; 2) .-- ISBN 978-62695495-9-7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177.2
下一站,成功 : 靠山山倒,靠人人倒,靠
自己最好 / 燁子, 憶雲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46 面; 21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56-7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177.2
正面迎擊人生大魔王 : 每個磨難,都
是 祝 福 的 證 明 = Misfortunes define
fortunes / 黃昭瑛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953-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肯定 2.CST: 職場成功法
177.2
行動致富 : 富足人生,不能只靠空想 /
拿破崙.希爾(Napoleon Hill)作 ; 謝孟
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3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33-7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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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成功法
177.2
你也要喜歡,贏過你自己 : 梅姬 LU 讀
解理財、兩性、職場、興趣、成長
人生 5 大領域,從零開始所明白的事。
/ 梅姬 L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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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96-96-4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自我實現
3.CST: 自我肯定 177.2
快樂實現自主富有 / 艾瑞克.喬根森
(Eric Jorgenson)著 ; 謝佩妏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天下
財經 ; 453) .-- ISBN 978-986-398-742-0
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財富 3.CST: 快
樂 177.2
我,這樣就很好 : 不知道自己有多美
好的我,最需要的暖心抱抱 / 趙有美
(조유미)著 ; 戴瑜亭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書 ; 第 5007 種)(心風景 ; 1) .-- ISBN
978-957-33-3857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自我肯定
177.2
我二十多歲發現的事 / F 著 ; 王華懋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0-200-5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人生哲學
177.2
我已經夠努力了,你還要我怎麼樣? :
在外一嘴好功夫,內心卻滿懷擔憂與
自疑,韓國「N 拋世代」青年的生存
無力感大告白 / 朴庭漢, 李相穆, 李洙
昌著 ; 莊曼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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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心靈方舟 ; 36) .-- ISBN 978-6267095-17-1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人生哲學
177.2
時光短暫,願你過得風和日麗 / 泰先
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97-8 (平裝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生活指導
177.2
破圈 : 撕下標籤與人設,人生原來真
的有捷徑 / 顧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4-408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認知學習
3.CST: 自我實現 177.2
接受的藝術 : 不與現狀之河對抗,獲
得情緒自由與力量 / 愛希麗.戴維斯.
布希(Ashley Davis Bush)著 ; 陳思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25-2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肯定 2.CST: 自我實現
177.2
教練觀點 : 關於就業、創業與企業
的二三事 / 吳政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以此文創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55-04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創業 3.CST: 企
業經營 177.2
啟動你的韌性開關 : 十二道練習給
情緒正能量,讓內在更強大 / 史蒂芬
妮.艾茲蕊(Stephanie Azri)著 ; 洪慧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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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 224 面 ; 21 公 分 .-- (NEXUS ;
MN001) .-- ISBN 978-986-0767-78-0
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生活指導
177.2
通往夢想的道路 / 謝君韜等 28 名合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國語
日報社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751-889-7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實現 2.CST: 自我肯定
177.2
超級昌盛密碼 = Super prosperity secret
codes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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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
分 .-- (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; 30) .--

ISBN 978-986-06449-6-8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靈修 177.2
福星高照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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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48 面;
23 公分 .-- (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; 31) .- ISBN 978-986-06449-7-5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靈修 177.2
摩根寫給兒子的 32 封信 / 約翰.皮爾
龐特.摩根作 ; 林望道譯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成功講
座 ; 378) .-- ISBN 978-986-392-404-3
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自我實現
177.2
緣分決定你有多富貴 / 沈嶸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喜羊羊出版社, 11102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99-2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生活指導 2.CST: 女性 177.2
複利思維 : 6 大複利維度,31 個精英
都在用的思維模型 / 王智遠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出版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7-13-8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思考 3.CST: 生
活指導 177.2
離開,或許才是真幸福 / 蔡佳芬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Love ; 4) .-- ISBN 978-62695485-4-5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自我肯定 2.CST: 生活指導
3.CST: 女性 177.2
變動思維 : 如何駕馭不穩定的未來,
在變局中發展個人、組織、家庭、
企 業 的 新 腳 本 / 艾 波 . 瑞 妮 (April
Rinne)著 ; 王敏雯, 謝孟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435-1 ( 平 裝 )
NT$390 普遍級
1.CST: 成功法 2.CST: 自我實現
3.CST: 領導者 177.2
職場需要閒聊,你不能只會尬聊 : 與
會說話的人交流,不會心累;和不會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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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的人交談,只想流淚 / 劉惠丞, 馬銀
春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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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32046-8 (平裝) NT$375 普遍級
1.CST: 人際關係 2.CST: 溝通技巧
177.3
你現在正在焦慮,你的對手也是 / 陳
侯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423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談判 2.CST: 談判策略 177.4
超越否定 / 威廉.尤瑞(William Ury)著 ;
呂佩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
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3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9-12-6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談判 2.CST: 談判策略 177.4
生命是一場尋求慰藉的旅程 / 葉禮
廷 Michael Ignatieff 著 ; 謝佩妏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43-4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調適 2.CST: 挫折 3.CST: 自我
肯定 178.2
諮商新手知多少 : 第一次諮商實習
就上手 / 喬虹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2-29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諮商 2.CST: 諮商技巧 178.4
父母並非不愛你,卻又讓你傷痕累累
的隱性虐待 : 如何療癒童年傷痕,走
出原生家庭給你的痛苦情緒 / 王雪
岩著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方言文化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76-9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創傷 2.CST: 心理治療
3.CST: 家庭心理學 178.8
沙遊 : 通往靈性的心理治療取向 /
Dora M. Kalff 著 ; 黃宗堅, 朱惠英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598-3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
1.CST: 遊戲治療 2.CST: 藝術治療
3.CST: 兒童心理學 4.CST: 心理治療
178.8
沒有不好的你 : 革命性心理療法 IFS
/ 里查.史華茲(Richard C. Schwartz)著 ;
魯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(心理系列 ; 73) .-- ISBN 978986-137-358-4 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治療 178.8
原生家庭木馬快篩 / 李欣頻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自
信人生 ; 175) .-- ISBN 978-986-175660-8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家族治療 2.CST: 靈修 178.8
愛與奇蹟,家族系統排列一本通 : 從
核心理論到療癒案例,結合實務、藝
術與靈性,引領你前往幸福成功的人
生 / 楊世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
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99-5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家族治療 2.CST: 心理治療
178.8
真心話大考驗 / 葉汶珊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輕鬆
生活館系列 ; 9) .-- ISBN 978-986-411156-5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心理測驗 179.1
你是哪一型人? : 最受歡迎的人格測
驗 MBTI 大揭密 / 莫薇.安姆瑞(Merve
Emre)著 ; 駱香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行路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39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76-7-9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人格測驗與評鑑 2.CST: 性格
179.6

倫理學
基本倫理學 / 林火旺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(哲學) .-ISBN 978-957-14-7401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倫理學 190

普通人都可以讀的道德情感論 / 亞
當.斯密(Adam Smith)原著 ; 邱益群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(世界名家名譯 ; 9) .-- ISBN 978-62695495-8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倫理學 190.1
人生十論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ISBN 978-957-14-7391-8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人生哲學 191.9
孔子白話行傳 : 我永遠在乎你的感
受,但我堅決要改變你的思想 : 一個
反骨者的革命之路 / 陳舞雩著 .-- 新
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社, 11102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01-41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2.CST: 通俗作品
191.9
圓與緣 : 探索生命的奧秘 / 錢剛鐔
著 .-- 再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致 出 版 ,
11101 .-- 1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3-35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191.9
課堂外的媽媽經 : 「粉紅豬」老師
的教學日誌 / 黃淑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People ; 478) .-- ISBN 978-957-139976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191.9
誰不是帶著傷,來到人世間療傷 / 黃
子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光采文化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(智在心靈 ; 70) .-- ISBN
978-986-99126-9-3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人生哲學 191.9
斷食善終 : 送母遠行,學習面對死亡
的生命課題 / 畢柳鶯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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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麥田
航區 ; 15) .-- ISBN 978-626-310-191-3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生命哲學 191.91
新人生觀 / 羅家倫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4 .-- 2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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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4-3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生觀 191.92
幸福錦囊集 / 蔡禮旭講述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
會, 11104 .-- 539 面; 21 公分 .-- (受用
一 生 的 聖 賢 大 智 慧 系 列 叢 書 ) .-ISBN 978-626-95758-1-7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修身 192
100 年人生規劃曆 : 從出生日算出
「人生時鐘」,掌握未來時間軸,編排
自己獨有的生命亮度 / 大住力著 ; 鍾
雅茜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
出版社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01-7-2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修身 2.CST: 生活指導 192.1
3 分鐘身心靈最高休息法 : 透過呼吸、
冥想進入心流,找回放鬆、平靜的自
我 / 川野泰周作 ; 張萍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叢書 ; 3) .-ISBN 978-986-5408-84-8 ( 平 裝 )
NT$370 普遍級
1.CST: 靈修 2.CST: 健康法 192.1
不懂社交,小心社死 : 「談」情說愛、
先「捧」後求、萬事有「禮」,一本
書教你屬於成年人的社交潛規則 /
康昱生, 田由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30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41-3 (平裝) NT$375 普
遍級
1.CST: 修身 2.CST: 生活指導 192.1
太和禪邑 / 一光禪師著 .-- 第四版 .-臺中市 : 社團法人台灣太和道學協
會, 11101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32-1-1 (平裝) NT$100 普
遍級
1.CST: 修身 192.1
宇宙記憶 : 地球與人類的阿卡夏史
前 紀 錄 / 魯 道 夫 . 史 坦 納 (Rudolf
Steiner)著 ; 辛沫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101 .-- 208 面 ; 21 公 分 .-(Holistic ; 147) .-- ISBN 978-986-357234-3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靈修 192.1
你的隨和必須要有點原則 / 徐竹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,

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時光薈
萃 ; 11) .-- ISBN 978-626-95426-2-8 (平
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修身 192.1
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23-9 (平裝)
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說話藝術 2.CST: 口才
192.32

笑臉的真相 : 在背後捅刀的那些
「好人」 / 洪俐芝, 鄺府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43-7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修身 2.CST: 人際關係 192.1

你不必口吐荊棘,也能活得自信鋒利 :
溫柔堅定的表達,展現自己的職場價
值,貴人自然源源不斷 / 沈熙靜著 ; 劉
小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12 面;
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93) .-- ISBN
978-986-507-722-8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說話藝術 2.CST: 溝通技巧
3.CST: 職場成功法 192.32

聖凡雙修實踐策略 / 陳桂興主編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宇河文化出版有
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發行, 11101 .-- 370 面; 23 公分 .-- (玄
門真宗 ; 14) .-- ISBN 978-986-456-3272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修身 192.1
覺性中宇宙文明是內心世界 / 李國
欽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李國欽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43-97624 (第 1 冊:精裝) NT$3000 .-- ISBN 978957-43-9763-1 ( 第 2 冊 : 精 裝 )
NT$3000 .-- ISBN 978-957-43-9764-8
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靈修 192.1
內心再強大一些 / 南林作 .-- 新北市 :
螢火蟲出版社, 11103 .-- 164 面; 23 公
分 .-- (我的未來我做主) .-- ISBN 978986-452-415-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修身 2.CST: 兒童讀物
192.11
幸福人生墊腳石 : 常禮舉要(漫畫版)
/ 王詩綺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社
團法人臺南市淨宗學會, 11102 .-- 27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257-8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禮儀 2.CST: 漫畫 192.31
禮貌待人的重要性 / 蔡禮旭講述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
淨宗學會, 11104 .-- 103 面; 21 公分 .- (華藏叢書)(受用一生的聖賢大智慧
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626-95758-3-1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禮儀 192.31
不許你胡說,好的話術可以拯救世界 :
社交、演講、求職、辯論......一本在
手,口才我有! / 潘桂雲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08 面; 23 公分 .-- POD

這樣說話,讓你更得人疼 : 受歡迎的
人都懂的「換句話說」圖鑑 / 大野
萌子著 ;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第 707 種)(溝
通句典 ; 54) .-- ISBN 978-986-5596-61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溝通技巧 2.CST: 說話藝術
192.32
優雅反駁的技術 : 善用溝通標靶,讓
對方服氣又不傷和氣 / 納森.宇天達
爾(Nathan Uyttendael)著 ; 陳映竹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big ; 379) .-- ISBN 978-957-139954-6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說話藝術 2.CST: 溝通技巧
3.CST: 說服 192.32
秘密 21 : 了凡四訓心想事成 / 陳亦純
作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61-5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格言 192.8
魯迅經典名言 / 魯迅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4 .-224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84-5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周樹人 2.CST: 格言 192.8
那老爹的心事 : 慾望的掙扎與突破 /
盧勝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
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2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55-1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勸戒 2.CST: 戒淫 194.3
當下的明燈 : 把光明照向慾念之惑 /
盧勝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
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13

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54-4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勸戒 2.CST: 戒淫 194.3
未來關我什麼事? / 山謬.薛富勒
(Samuel Scheffler)著 ; 邱振訓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創新觀點) .-- ISBN 978-957-08-6197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倫理 2.CST: 責任 3.CST:
人性 195
你永遠都可以有選擇 : 面對無所不
在的「道德困境」,我們要如何作出
正確的判斷? / 蘇珊.利奧陶德(Susan
Liautaud), 麗 莎 . 史 威 廷 安 (Lisa
Sweetingham)著 ; 洪世民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
書 ; 第 704 種)(我思 ; 6) .-- ISBN 978986-5596-56-9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倫理 195
棺材告白者 : 有些遺願不會默默進
墳墓 / 威廉.埃德加(Bill Edgar)著 ; 甘
鎮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方智好讀 ; 149) .-- ISBN 978986-175-661-5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死亡 2.CST: 生命哲學 197
教保專業倫理 / 曾火城, 黃柏叡, 黃月
美, 劉豫鳳, 陳育瑜, 蕭佳華, 張耀宗,
陳儒晰, 周梅雀, 楊瑞琴, 陳鳳卿, 陳
淑美, 陳春月, 凃嘉新合著 .-- 三版 .-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50-7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教師職業倫理 2.CST: 學前教
育 198.52

宗教類
總論
世界宗教 : 從教義、教典乃至歷史,
一本了解重要宗教的精髓! / 星川啓
慈著 ; 藍嘉楹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28 面;
23 公分 .-- (知的! ; 189) .-- ISBN 978626-320-075-3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宗教 200

宗教學
圖解世界宗教 : 信仰害得人喪心病
狂?宗教和科學水火不容?揭開人類
史 上 最神 祕 的自 然 崇拜 / Matthieu
Grimpret 作 ; 賴姵瑜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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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69-77-7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宗教學 210
與教宗對話 : 教宗方濟各談信仰、
家庭、人生與社會 / 教宗方濟各
(Jorge Bergoglio), 思 科 卡 拉 比
(Abraham Skorka)合著 ; 王念祖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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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Soul 系列 ; 43) .-- ISBN 978-62695477-5-3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宗教社會學 2.CST: 天主教
3.CST: 猶太教 210.15
龍族守護能量全書 / 黛安娜. 庫珀
(Diana Cooper)著 ; 非語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橡實文化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
行, 11103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5-11-0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宗教 2.CST: 靈修 3.CST: 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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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
龔鵬程學.思.俠.遊特輯. 3, 佛學新解 /
龔鵬程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5-76-5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 220
念力的祕密分享 / 淨空老法師講述 ;
華藏教務組整理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, 11104 .- 243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58-4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教理 220.1
唯識心要 : 憨山大師之性相通說 /
(明)憨山德清著 ; 林中華白話文編
譯 .-- 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林 中 華 ,

11102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02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教理 220.13
認識佛陀教育 : 幸福美滿的教育 / 淨
空法師講述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
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, 11104 .-- 21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58-2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教育 220.3
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文學創作 / 妙
凡, 吳光正總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財團法人佛
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, 11101 .-- 66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7-613-5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釋星雲 2.CST: 學術思想
3.CST: 佛教 4.CST: 文學評論 5.CST:
文集 220.7
近現代中國思想與社會論衡 : 象徵、
正統性與全球化 / 吳有能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101 .- 39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哲學集成 ;
742) .-- ISBN 978-986-314-585-1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 2.CST: 文集 220.7
地藏經說因果 : 地藏菩薩本願 / 賴家
琳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法界弘法
通訊社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95010-5-2 (卷 3:平裝) NT$400 .-- ISBN
978-626-95010-6-9 (卷 4:平裝) NT$400
普遍級
1.CST: 方等部 221.36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/ (姚秦)三藏法師
鳩摩羅什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玄奘
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61-4-5 (25K
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般若部 221.44
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 大法鼓經
合刊 / (宋)惟淨等譯/(宋)天竺求那跋
陀羅譯 ; 孫劍鋒整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 ,
11101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- (大乘叢書 ;
B-194) .-- ISBN 978-626-95526-3-4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般若部 221.44
心念護持觀照自我 : 領悟<<般若波
羅蜜多心經>>意涵 / 林恒雄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12 .- 27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4584-4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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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般若部

221.45

西藏的般若心經 / 索南格西(Geshe
Sonam), 貢卻斯塔(Gyaltsen Gonta), 齋
藤保高(Kunchok Shithar)著 ; 凃玉盞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3 .-- 31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75-5 (平
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般若部 2.CST: 藏傳佛教
221.45
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/
(梁)扶南國三藏曼陀羅仙譯 .-- 臺中
市 : 法藏文化出版社出版 : 觀音山中
華大悲法藏佛教會發行, 11103 .-- 62
面; 26 公分 .-- (佛經系列 ; 15) .-- ISBN
978-626-95152-2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般若部 221.46
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解譯 / 釋一惠著 .- 新北市 :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94-223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法華部 221.51
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/ 大唐
三藏沙門義淨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
化出版社, 11102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( 佛 經 系 列 ; 39) .-- ISBN 978-62695152-0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經集部 221.712
維摩詰所說經 / 維摩詰所說經編輯
小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法雲
出版社, 11104 .-- 233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751-1-3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經集部 221.721
維摩詰所說經冠科 / 維摩詰所說經
編輯小組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法
雲出版社, 11104 .-- 321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751-2-0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經集部 221.721
佛藏經講義. 第十六輯 / 平實導師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961-8-9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經集部 221.733
佛說孛經抄 / (吳)月支國居士支謙
譯 .-- 臺北市 : 福峰彩色印刷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986-96834-7-0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經集部 221.78
佛說長阿含經(卷第二十節錄)、佛
說鬼問目連經、法苑珠林(卷六)合
訂本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出版社出
版 : 觀音山中華大悲法藏佛教會發
行, 11103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(佛經系
列 ; 10) .-- ISBN 978-626-95152-3-3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阿含部 221.81
大佛頂首楞嚴神咒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, 11103 .- 60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61-6-9 (中 56K 經摺裝) NT$140 普
遍級
1.CST: 密教部 221.94
觀音妙智 : 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
講要(大字版) / 聖嚴法師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104 .-- 3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45-3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密教部 221.94
菩薩戒指要 / 聖嚴法師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103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46-0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律藏 223.1
初一、十五佛前大供儀規.延生堂迴
向 . 往 生 位 前 迴 向 = Meal offering
ceremony for the first and the fifteenth of
a
lunar
month.transference
for
lengthening life.dedication before the
rebirth plaques / 古德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法界佛教總會中文出版部 ,
11101 .-- 86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986-99717-2-0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佛教儀注 224
誦經與量子力學 / 張宏實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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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5-16-5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諷誦 224.3
梁皇寶懺 = The Jeweled Repentance of
Emperor Liang / 寶誌禪師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法界佛教總會中文出版部,
11103 .-- 冊 .-- 漢語拼音 .-- ISBN 978986-99717-3-7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
1.CST: 懺悔 2.CST: 佛教儀注

224.4

兩岸慈航 : 一位肉身成就者的人間
傳奇 / 本性禪師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上趣創意延展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880-98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224.51
但盡凡心. 十九 / 劉發泉編輯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,
11102 .-- 33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391-6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 2.CST: 通俗作品
224.515
府城眾神故事 / 臺南一中 111 級科學
班, 臺南一中 111 級 206 班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
學, 11101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1-43-1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佛教文學 2.CST: 民間故事
224.515
冷靜點,發現好好的自己 / 釋滿濟(徐
鳳英)著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普賢公益
慈善會, 11102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43-2-1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224.517
2022 解密 梵華印象 : 雍容大雅 噶瑪
寺木雕唐卡展 / 天津洛本仁波切, 江
文義合著 .-- [高雄市] : 樹德科技大學
橫山 USR 專案推動辦公室 ; [臺南市] :
臺南.家具產業博物館, 左鎮噶瑪噶
居寺, 1110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20-2-3 (精裝) NT$600 普
遍級
1.CST: 唐卡 2.CST: 木雕 3.CST: 佛教
藝術 4.CST: 藏傳佛教 224.52
法華經及其美術 / 鍾子寅, 黃逸芬, 黃
國清, 釋正持, 陳建志, 賴文英, 陳慧
霞, 林士鉉, 王健宇, 劉國威文字撰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故宮博物
院, 11101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62-852-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法華部 2.CST: 佛教藝術
3.CST: 佛像 224.6
淨心法語. 第二輯 / 淨空老法師講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華藏
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102 .-- 23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83-4-4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佛教說法 225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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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靈 鷲 山 弘 法 紀 要 . 2021 = Annual
collection of Dharma propagation of the
Ling Jiou Mountain Buddhist Society
2021 / 釋法昂, 陳坤煌, 凃柏辰, 林佳
儀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
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- 2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108-17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教化法 2.CST: 佛教說法
225.4
證嚴上人衲履足跡. 二 0 二一年, 冬
之卷 / 釋德[]編撰 ; 釋德[], 釋德需撰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出版
社, 11102 .-- 832 面; 21 公分 .-- (靜思
法脈叢書. 衲履足跡) .-- ISBN 978626-95171-8-3 (精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教化法 225.42
戒律 = The precepts / 真佛宗出版社編
輯部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
鎮 : 真佛宗出版社, 11102 .-- 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49-06-1 (平裝)
NT$10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戒律
225.71
佛王之王 : 真佛佛中佛的大口訣 / 盧
勝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
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2 .-- 2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599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25.75
真佛法中法 : 修法的無上口訣 / 盧勝
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
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2 .-- 26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58-2 (平
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25.75
真佛祕中祕 : 真佛宗的珍貴法本 / 盧
勝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
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2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568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25.75
真佛儀軌經 : 一切修法禮儀的問答
錄 / 盧勝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
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
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51-60-5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25.75
密藏奇中奇 : 最勝妙法大佈露 / 盧勝
彥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
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2 .-- 260 面;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57-5 (平
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25.75
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53-6 (平裝) NT$375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25.87

世界一家人 / 仁聖老和尚口述 ; 世界
「卍」安安佛堂觀音寺諸弟子紀
錄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安安佛堂觀音寺
發行, 11102 .-- 21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78-610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信仰錄 225.8

探索識界 : 八識規矩頌講記 / 聖嚴法
師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
11103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98-947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法相宗 2.CST: 注釋 226.22

一篮子奇想 : 一天一小品 / 卢胜彦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
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一籃子奇想: 一
天一小品 .-- ISBN 978-986-5551-62-9
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心靈感應
225.85
一籃子奇想 : 一天一小品 / 盧勝彥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
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1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1-61-2 (平
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心靈感應
225.85
度 : 聖嚴師父指引的 33 條人生大道 /
張光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256 面; 23 公分 .-- (新人間 ; 343) .-ISBN 978-957-13-9955-3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人生哲學
225.87
修行人的導航 / 王慈愛講述 ; 雲深法
明(王厤霖)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樹人出版,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4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82-5-9 (平裝) NT$64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25.87
*淨土資糧信願行. 續編 / 釋大安講
述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和美鎮 : 宏圓印
刷設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7866-6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25.87
擺脫自我的枷鎖,尋找生命的菩
提 : 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,保持住自
己一塵不染的赤子之心 / 傅世菱, 于
仲達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0 面; 23

蓮池大師開示語錄 / 僧懺法師輯錄 .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104 .-- 206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224) .-- ISBN 978-986-0799-95-8
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淨土宗 2.CST: 佛教說法
226.55
蕅益大師開示語錄 / 僧懺法師輯錄 .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104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225) .-- ISBN 978-986-0799-96-5
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淨土宗 2.CST: 佛教說法
226.55
宗鏡錄略講 / 南懷瑾講述 .-- 臺灣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4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6059-64-3 (第 4 冊: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26.6
禅的理论与实践 / 圣严法师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104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禪的理論與
實踐 .-- ISBN 978-957-598-948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65
直捷之道 / 阿迪亞香提(Adyashanti)
著 ; 謝明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
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103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510-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65
射艺中之禅 讲记 / 日常老和尚讲述 ;
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
编辑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- 正
體題名:射藝中之禪 講記 .-- ISBN
978-626-95309-4-6 ( 上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626-95309-5-3 (下冊:平裝)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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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626-95309-6-0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65
陪伴您覺醒的 20 法則 / 丁麗華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民國無二講堂
菩提協會, 11102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(無二菩提 ; BD11101) .-- ISBN 978626-95706-0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修持 3.CST:
生活指導 226.65
無門關譯解 / (宋)無門慧開撰 ; 王坤
宏譯解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
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50 面; 21 公
分 .-- (佛學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986346-358-0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65
傳心 : 七七禪關開示錄 / 釋心道作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265-17-4 (精裝) NT$520 普
遍級
1.CST: 佛教修持 2.CST: 禪定
226.65
禪宗無門關 / (宋)無門慧開禪師撰 ;
聖參編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221) .-- ISBN 978986-0799-92-7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65
憨山大師開示語錄 / 僧懺法師輯錄 .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
111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
庫 ; 223) .-- ISBN 978-986-0799-94-1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禪宗 2.CST: 佛教說法
226.65
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: 文白並列本.
V / 創價學會原著作 ; 台灣創價學會
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
價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- 40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566-90-2 (精裝)
NT$75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說法 2.CST: 佛教信仰錄
226.875
密教大圆满 = 밀교대원만 / 卢胜彦
制 ; 丁肇春译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丁
肇春, 11101 .-- 冊 .-- 中韓對照; 正體

題名:密教大圓滿 .-- ISBN 978-957-439658-0 (全套: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密宗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915
利器之輪講記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財
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6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9-7-7 (第 4
冊: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藏傳佛教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965
求不得才是祝福 = Not getting what
you want can be blessing / 康薩仁波切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品文創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1-56-6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藏傳佛教 2.CST: 佛教修持
226.965
普賢上師言教 : 隴千心髓前行要訣 /
巴智仁波切著 ; 持明仁增塔欽仁波
切講述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持明出版
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1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5147-7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藏傳佛教 2.CST: 佛教修持
3.CST: 佛教說法 226.965
印尼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菲律賓
四國佛教史 / 淨海法師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104 .-- 48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44-6 (平
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佛教史 2.CST: 東南亞
228.38
水鏡回天錄白話解. 聖眾篇 / 宣化上
人著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法界佛教
總會中文出版部, 11103 .-- 472 面;
15X14 公分 .-- (水鏡回天錄系列) .-ISBN 978-986-99717-1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佛教傳記 229
王子離家記 / 菩提公園圖.文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72 面; 18 公分 .-- (不思
議 圖 鑑 系 列 ; 1) .-- ISBN 978-62695498-0-1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釋迦牟尼(Gautama Buddha,
560-480 B.C.) 2.CST: 佛教傳記 3.CST:
漫畫 229.1

現代高僧大德的行誼 / 隆迅法師著 .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,
11102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09-2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僧伽 2.CST: 佛教傳記
229.386

道教
龔鵬程學.思.俠.遊特輯. 2, 道教新論 /
龔鵬程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5-75-8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道教 230
玉皇宥罪錫福寶懺 / 李宇珊編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李宇珊, 11102 .-- 7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10-5 (線
裝) NT$1180 普遍級
1.CST: 道藏 231
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/ 李宇珊編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李宇珊, 11102 .-- 13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099 (線裝) NT$1280 普遍級
1.CST: 道藏 231
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新解 / 老子原
著 ; 宋守正注釋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宋守正, 11102 .-- 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747-1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洞神部 2.CST: 生命哲學
231.4
太乙金華宗旨 : 天心金丹秘法 / 許天
星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藍海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3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1-3-9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道教修鍊 2.CST: 煉丹 235.3
玄空師父成長故事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
基金會, 11104 .-- 96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91792-9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玄空 2.CST: 臺灣傳記
239.786

基督教
教堂空間之社會分析 : 以台灣基督
長老教會濟南教堂為例 / 蘇南洲著 .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雅 歌 出 版 社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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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927-40-9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1.CST: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濟南
長老教會 2.CST: 基督教 3.CST: 宗教
與社會 4.CST: 宗教建築 240.16
漂流的旅人 : 聖經視角下的外方人、
移 民 與 難 民 / 阮 文 清 (vănThanh
Nguyễn)著 ; 倪淑蘭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
上智文化事業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036-74-3 (平裝)
NT$260 普遍級
1.CST: 聖經研究 2.CST: 移民
241.01
釋經?還是私意解經! : 談正意研經法
= Correct or private Bible interpretation? :
a proposed method for rightly dividing
the biblical truth / 杏仁子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迦密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836-5-4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1.CST: 聖經解釋學 241.016
指向終末的創世記 = Genesis pointing
towards the end / 莊東傑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102 .-- 464 面;
23 公分 .-- (建造系列) .-- ISBN 978986-400-396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創世記 2.CST: 聖經研究
241.211
禮拜中的話語和音樂 : 但以理書 / 陳
琇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橄欖出
版有限公司,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出
版 :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(台神禮拜系列 ;
2) .-- ISBN 978-957-556-920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但以理書 2.CST: 注釋
241.45
腓立比書 / 呂沛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歸正出版社, 11101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聖約研經系列) .-- ISBN 978986-95622-7-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腓立比書 2.CST: 注釋
241.75
在中台與約翰衛斯理會遇 / 陳吉松,
潘秋郎, 李昇坤, 曾念粵, 魏連嶽, 陳
子仁, 麥安迪, 周學信, 張聖佳, 李麗
娟作 .-- 臺中市 : 中台神學院, 11102 .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1259-4-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
1.CST: 神學 2.CST: 文集

242

唸的明白 : 真道提要問答-經文彙編
= Do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are
reading? / 郭子嚴作 .-- 臺中市 : 腓利
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
30 公分 .-- (福音叢書) .-- ISBN 978986-06644-5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神學 242
聖靈、禱告、見證 : the holy spirit,
prayer and testimony / 楊寧亞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
督教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, 11103 .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(30 天禱告手冊) .- ISBN 978-986-06958-6-1 ( 平 裝 )
NT$120 普遍級
1.CST: 聖靈 2.CST: 祈禱 242.15
竭力成為聖徒 / 財團法人基督權能
福音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基督權能福音基金會, 11101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02-0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聖靈 3.CST: 信
仰 242.15
不忘初心 : 復臨運動使命與精神 / 傅
博仁(Robert Folkenberg Jr.)作 ; 方錦榮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兆出版社,
11102 .-- 1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09-2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信仰 2.CST: 基督徒 242.42
認識協同書的神學 : 協同書導讀 / 羅
伯特.普宜時(Robert Preus)著 ; 李明知,
魯思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
人中華福音道路德會, 11102 .-- 17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4-2-7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信義會 2.CST: 神學 243.61
憂谷中的安慰 : 馬丁路德給憂鬱者
的信及對今日教牧關顧的意義 / 史
蒂芬.皮區(Stephen Pietsch)著 ; 李明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中華
福音道路德會, 11102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04-1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路德(Luther, Martin, 14831546) 2.CST: 學術思想 3.CST: 神學
243.61
七個釋放禱告 / 楊寧亞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
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, 11104 .-- 232
面; 21 公分 .-- (生根建造信息系列 ;

5) .-- ISBN 978-986-06958-7-8 (精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祈禱 244.3
祈禱 : 跟耶穌學習祈禱 / 陳南州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
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, 11103 .-152 面; 21 公分 .-- (基督教信仰叢書 ;
6) .-- ISBN 978-986-0721-29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祈禱 244.3
認罪很難,和好更難 : 通往愛與恩典
的醫治之路 / 斯托得(John Stott)著 ;
迥路, 未克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
園書房出版社, 11103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19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懺悔 2.CST: 基督徒 244.55
迎向改變 / 麥斯.蒙洛(Myles Munroe)
著 ; 吳美真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, 11101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教導叢書 ; ET062-1) .- ISBN 978-957-9209-95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生活指導
244.9
活出更新的節奏 : 4 個步驟,擺脫充滿
壓力和焦慮的生命 / 瑞貝卡. 里昂
(Rebekah Lyons)著 ; 張瓊月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個人成長 ; 2) .-- ISBN 978-626-954084-6 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生活指導
244.9
追尋永憩的船錨 / 張容寬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一家親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761-29 (第 1 冊:平裝) NT$388 .-- ISBN 978986-06761-3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389
普遍級
1.CST: 信仰 2.CST: 基督徒 244.9
雪花的日常 如冰的人生 / 卓志錠
著 .-- 初 版 .-- 嘉 義 市 : 卓 志 錠 ,
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18-1 (平裝) NT$27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生活指導
3.CST: 聖經解釋學 244.9
每日親近神 : 約翰福音 / 郭明昌著 .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郭明昌, 11101 .-639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77-1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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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約翰福音 2.CST: 基督徒
3.CST: 靈修 244.93
智慧的珍寶 : 聆聽智慧的聲音 / 邵貴
恩(Gwen Shaw)著 ; 李琳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,
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靈修叢
書 ; ES1115) .-- ISBN 978-957-9209-96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 2.CST: 靈修 244.93
錫安品格教育 : 塑造成酷似耶穌 =
Zion character discipline : imitation of
Jesus / 曹力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,
11103 .-- 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85-0-1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基督徒 2.CST: 青少年教育
3.CST: 品格 244.982
比利.葛理翰與我 = Billy Graham kah
我 / 宋麗瓊, 林俊育翻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社團法人台灣全民台語聖
經協會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1255-8-1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葛理翰(Graham, Billy, 19182018) 2.CST: 基督教 3.CST: 教牧學
245.1
千縷微風 : 丙年主日及節慶日講道
集 / 潘家駿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 天主教 會臺 灣地區 主教團 ,
11102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594-3-8 (精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天主教 2.CST: 教牧學 245.2
全球化下的台灣天主教會 / 司馬忠,
梁潔芬, 郭文般, 王志堅, 孔令信, 易
守箴, 蔡清華, 林耀隆, 徐振德, 沈牧
樺著 ; 司馬忠, 梁潔芬主編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輔仁大學出版社, 11102 .-264 面; 23 公分 .-- (輔仁大學天主教
研究叢書 ; 13) .-- ISBN 978-986-072933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天主教 2.CST: 教會 3.CST: 文
集 4.CST: 臺灣 246.233
方濟會全集 / 高達德編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至潔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7632-89-0 ( 上 冊 : 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7632-90-6 (下冊:
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方濟會 2.CST: 天主教
248.83
安逝的麥籽 : 直隸東南代牧區 : 獻縣
教區中外傳教士列傳(1856-1956) / 田

煒帥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仁大學
出版社, 11102 .-- 530 面; 23 公分 .-(輔仁大學研究叢書 ; 232) .-- ISBN
978-986-0729-34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天主教傳記 249.9
看!美好腳蹤 / 江淑文, 陳嘉鈴, 余玉
玥, 周佩蓉, 盧恩鈴, 林士文, 張倍萁
著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
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, 11101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1-287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基督教傳記 2.CST: 繪本
249.9
青年馬偕 : 在台宣教的根柢 / 羅明耀
(James R. Rohrer)著 ; 鄭淳怡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主流人物
系列 ; 9) .-- ISBN 978-986-06294-6-0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馬偕(Mackay, George Leslie,
1884-1901) 2.CST: 基督教傳記 3.CST:
教牧學 249.953
與馬偕同遊淡水的綠波蕩漾 : 馬偕
新觀 / 林鴻信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華宣出版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64 面; 21 公
分 .-- (信徒神學叢書 ; 35) .-- ISBN
978-957-556-919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馬偕(Mackay, George Leslie,
1884-1901) 2.CST: 基督教傳記
249.953

其他宗教
一貫道藏, 聖典之部. 56, 臺灣時期
1997 / 林榮澤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: 一貫道學研
究院文獻館發行, 11101 .-- 6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1-5-5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一貫道 271.6
*十方宇宙彌勒諸佛行讚 / 彌勒決賢
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彌勒皇教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6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5-3-2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71.9
慈惠風華 / 張家麟編撰 .-- 臺中市 : 慈
德慈惠堂, 11101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701-0-2 ( 平 裝 ) .--

ISBN 978-626-95701-1-9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71.9
廣和之初在 月影迷幻 / 張惠賢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江河國際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- (老乾坤第
一部「乾坤照」 ; 9-) .-- ISBN 978986-98357-8-7 (第 3 冊:平裝) NT$450 .- ISBN 978-986-98357-9-4 (第 4 冊: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71.9
神佑海疆 : 桃園新屋沿海廟宇文化
巡禮 / 姜義坤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, 11101 .-- 96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685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寺廟 2.CST: 民間信仰 3.CST:
桃園市 272.097
城隍爺傳奇 / 王汝偉繪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
會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乘
叢書 ; C-238) .-- ISBN 978-626-955262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民間信仰 2.CST: 繪本
272.22
鯤洲宮誌 / 劉怡君, 葉聰霈, 毛帝勝
著 .-- 初 版 .-- 高 雄 市 : 鯤 洲 宮 ,
11102 .-- 3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54-0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寺廟 2.CST: 民間信仰 3.CST:
高雄市旗山區 272.28
延平郡王信俗 / 鄢新艷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101 .-164 面; 21 公分 .-- (閩南非物質文化
遺產叢書 ; 第二輯) .-- ISBN 978-62695476-7-8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國姓爺 2.CST: 宗教文化
3.CST: 民間信仰 4.CST: 臺灣 5.CST:
福建省 272.78
大灣廣護宮醮事史暨丙戌科、庚子
科建醮紀錄 / 陳宏田作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臺南市解說員發展協會,
11105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66-0-0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建醮 2.CST: 民間信仰 3.CST:
臺南市 272.94

神話
中國神話故事的遊戲書 / 大智文化
著 .-- [新北市] :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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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3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(玩故事系
列 ; 3-)(知識好好玩 ; 3-) .-- ISBN 978986-06510-9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300
普遍級
1.CST: 中國神話 2.CST: 兒童遊戲
282
趣味希臘神話 / 島崎晋著 ; 張資敏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4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知
的! ; 190) .-- ISBN 978-626-320-088-3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希臘神話 284.95

術數；迷信
*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 / 陳大川著 ;
邱韻如箋註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中華
科技史學會, 11101 .-- 120 面; 30 公
分 .-- (中華科技史學會叢刊 ; 第四
種) .-- ISBN 978-986-81961-4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術數 2.CST: 文集 290.7
易經占卜(六爻金錢卦)(初階、進階
教學用) / 楊皓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楊皓然, 11101 .-- 225 面; 21 公分 .- (命理叢書 ; 1) .-- ISBN 978-957-439683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易占 292.1
易經推命學闡微(河洛理數)(教學用)
/ 楊皓然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楊皓
然, 11101 .-- 278 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
叢書 ; 5) .-- ISBN 978-957-43-9679-5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易占 292.1
梅花易數占卜(梅花心易)(教學用) /
楊皓然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楊皓然,
11101 .-- 171 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叢
書 ; 10) .-- ISBN 978-957-43-9681-8 (平
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易占 292.1
神啊!我要怎麼問你問題?(10 年經典
版) / 王崇禮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柿
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(Mystery ; 39) .-- 10 年經典
版 .-- ISBN 978-986-5496-70-8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占卜 2.CST: 民間信仰 292.8
九宮成功基因密碼(生命靈數)(教學
用) / 楊皓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楊
皓然, 11101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- (命

理叢書 ; 6) .-- ISBN 978-957-43-9685-6
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占卜 2.CST: 數字 292.9
用塔羅解答 : 簡單明瞭的八堂塔羅
課,讓你遇見更好的自己! / 桃樂絲
著 .-- 初 版 .-- 高 雄 市 : 陳 玥 慈 ,
11102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50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占卜 292.96
簡少年的算命通識課 / 簡少年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26-7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命書 293
華山希夷飛星棋譜秘傳 / 吳慕亮作 .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元書局,
11102 .-- 冊 .-- (命理叢書 ; 1023) .-ISBN 978-986-06901-4-9 (全套:平裝)
NT$1500 普遍級
1.CST: 命書 2.CST: 紫微斗數 293.1
斗數十日 / 張國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衍舖, 11102 .-- 282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0892-4-2 ( 平 裝 )
NT$700 普遍級
1.CST: 紫微斗數 293.11
三合水法與三元玄空(教學用) / 楊皓
然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楊皓然,
11101 .-- 225 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叢
書 ; 2) .-- ISBN 978-957-43-9684-9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堪輿 294
從傢俱學會風水 : 利用傢俱打造風
水好宅,架設屬於自己的豪宅,財運、
桃花、事業、健康,各種好運樣樣來!
/ 詹惟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34-8 (平裝) NT$390 普遍級
1.CST: 相宅 2.CST: 改運法 3.CST: 家
庭佈置 294.1
陽宅學精微(教學用) / 楊皓然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楊皓然, 11101 .-- 194
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叢書 ; 3) .-- ISBN
978-957-43-9682-5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相宅 294.1
防護魔法全書 : 化解負能量、厄運、
小人!讓你常保神清氣爽、消災解難
的 100 多種日常魔法 / 艾琳.墨菲-希
斯考克(Arin Murphy-Hiscock)著 ; 謝

汝萱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樹林
出版社, 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(療癒之光 ; 2) .-- ISBN 978-626-954132-4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巫術 295
開運名片學教科書 / 何榮柱著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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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(知
命館 ; 5) .-- ISBN 978-986-7232-91-5
(精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改運法 295.7

自然科學類
總論
漫畫科普冷知識王. 4 : 世界其實很有
梗,生活可以很隨性! / 鋤見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87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0
不可思議的科學實驗王. 1, 魔法小鎮
/ 韓雨江, 李宏蕾主編 .-- 新北市 : 啟
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小創客 ; 14) .-- ISBN 978986-06648-7-4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實驗 2.CST: 漫畫 303.4
用無線遙控積木玩出 72 種有趣的動
力組合 / 小悅讀編著 .-- 新北市 : 悅
讀名品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72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25-9-4 (平
裝) NT$238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實驗 2.CST: 通俗作品
303.4
我的 STEAM 遊戲書 : 建築動手讀 /
艾迪.雷諾茲(Eddie Reynolds), 達倫.斯
托巴特(Darren Stobbart)作 ; 江坤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80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34-4 (精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實驗 2.CST: 通俗作品
303.4
另一種鼓聲 : 科學筆記 / 高涌泉作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科
學+) .-- ISBN 978-957-14-7402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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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數理資
優班專題研究成果集. 第二十一屆 /
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第二十
一屆數理資優班全體同學作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,
11101 .-- 41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2-8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文集 307
3 小時搞懂日常生活中的科學!(圖解)
/ 左卷健男著 ; 陳嫻若譯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 164 面; 23 公分 .-- (一本就懂 ; 24) .- ISBN 978-986-178-584-4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7.9
下課後的驚奇科學研究室 : 顛覆想
像的 30 道科學知識問答 / 艾蜜莉.格
羅曼(Emily Grossman)文 ; 艾莉絲.鮑
許爾(Alice Bowsher)圖 ; 聞翊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 (童心園系列 ; 228) .-- ISBN 978-986507-715-0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7.9
小朋友最愛問 337 個為什麼大集合 /
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(Larousse)編著 ;
蔡心儀翻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遠
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6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463-6 (精裝) NT$68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7.9
好髒的科學 : 世界有點重口味 / 臨淵,
陳婷, 鄭煒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04
面; 23 公分 .-- (科學童萌) .-- ISBN
978-957-14-7383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7.9
空襲危機!荒漠禿鷲 / Wilson Lew 作 ;
山頂工作室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
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160 面; 23 公分 .-- (X 極限挑戰王) .-ISBN 978-986-0761-30-6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漫畫 307.9
神奇圖書館-天空歷險記. 1, 校長變
企鵝 / 凱叔作 ; 貓九插畫, 韓冰插畫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545-3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7.9

最強對決. 5, 裂口女 VS 小丑 / 蔡詩
中文 ; 陳葆元, 雷歐, 林迪文圖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(神秘科學
探 險 隊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57-658758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漫畫 307.9
超能金小弟. 4, 八爪章魚變身術 / 徐
志源作 ; 李真我繪 ; 翁培元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(魔法學園) .-- ISBN 978-986-0761-32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7.9
跑跑薑餅人. 11, 荒謬離奇的科學常
識 / 趙珠熙文 ; 李泰榮圖 ; 徐月珠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 , 11102 .-- 168 面 ; 25 公 分 .-(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) .-- ISBN
978-957-658-767-2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7.9
勇闖工研院實驗室. 1, 生活科技的祕
密 基 地 / 劉 詩 媛 著 ; Tai Pera,
Salt&Finger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
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128 面; 23 公分 .-- (科普館 ; 12) .-ISBN 978-986-449-257-2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08.9
天才科學家的祕密大爆料 : 親子共
讀、邊笑邊學!40 篇史上最不正經的
科普故事,啟發孩子科學興趣!培養克
服挫折的勇氣! / Natsume 社編輯部
作 ; 林倩伃譯 .-- 新北市 : 美藝學苑
出版社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知識家 ; 14) .-- ISBN 978-986-622047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科學家 2.CST: 世界傳記
3.CST: 通俗作品 309.9

數學
用試算表解數學問題 / 李英聯著 .-初 版 .-- 雲 林 縣 虎 尾 鎮 : 李 英 聯 ,
11102 .-- 8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80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EXCEL(電腦程
式) 310
神奇的數字 / 櫻井進著 ; 李靜譯 ; 智
慧鳥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 26
公分 .-- (數學真奇妙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526-173-3 (平裝) NT$330 普
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10
教出孩子理工腦 : 用 10 億筆學習大
數據培養孩子數理能力 / 今木智隆
著 ; 汫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
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306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學習方法 310
測量與比較 / 櫻井進著 ; 李靜譯 ; 智
慧鳥繪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 26
公分 .-- (數學真奇妙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526-174-0 (平裝) NT$330 普
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10
數學女孩秘密筆記. 機率篇 / 結城浩
作 ; 衛宮紘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
茂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68 面; 21
公分 .-- (數學館 ; 42) .-- ISBN 978-9865408-83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10
數學小偵探. 6, 搶救受困的學生 / 楊
嘉慧文 ; 劉俊良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1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268-3 (平裝) NT$270 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漫畫 310
數學星球 : 數字串起全世界! / 卡里
娜.盧娃, 佛洛倫斯.皮諾著 ; 蔡雅琪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104 .-- 144 面; 20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41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數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10
圖解商用微積分 / 黃學亮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83-9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微積分 314.1
看圖就秒懂的演算法與資料結構 /
渡部有隆, ニコライ.ミレンコフ作 ;
王心薇翻譯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1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707-9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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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演算法 2.CST: 資料結構
318.1
演算法戰鬥營 : 爆量題庫新手燒腦
篇 / 陳小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
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67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83-6 (平
裝) NT$880 普遍級
1.CST: 演算法 318.1
管理數學 / 戴久永編著 .-- 四版 .-- [新
北市]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(滄海書
碼) .-- ISBN 978-626-95050-5-0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管理數學 319

電腦資訊科學
普林斯頓電腦入門課 / 布萊恩.柯尼
罕(Brian W. Kernighan)著 ; 李芳齡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102 .-- 4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-17-9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電腦科學 312
Arduino 微電腦專題製作含 AMA 先
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高級(Essentials
Level) / 位明先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415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微處理機 2.CST: 電腦結構
312.116
流程架構 : 整合串流與事件驅動的
未來 / James Urquhart 著 ; 陳慕溪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23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70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腦工程 2.CST: 系統架構
312.12
雲端平台. 系統開發基礎篇 = The tiny
prototyping system development based
on QNAP solution 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
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32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95-6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雲端運算 2.CST: 作業系統
312.136
雲端平台. 硬體建置基礎篇 = The
setting and configuration of hardware &
operation system for a clouding platform

based on QNAP solution / 曹永忠, 許智
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32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96-3 (平裝) NT$240 普遍級
1.CST: 電腦儲存設備 2.CST: 磁碟機
3.CST: 雲端運算 312.15
極深入卻極清楚 : 電腦網路原理從
OSI 實體層到應用層 / 韓立剛, 韓利
輝, 王艷華, 馬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6-85-0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電腦網路 312.16
網路科學中的度量分析與應用 / 陳
增強, 雷輝, 史永堂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7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119-9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電腦網路 2.CST: 網路分析
312.16
Windows Server 2022 Active Directory
建置實務 / 戴有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105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網際網路 312.1653
菜鳥都會懂的 WordPress 網頁製作 :
讓不懂編碼的你也能掌握 WordPress
魅力 / 鄭德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(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
書) .-- ISBN 978-626-333-035-1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1.CST: 網站 2.CST: 部落格 3.CST: 網
頁設計 312.1695
網頁程式設計 ASP.NET MVC 5.x 範
例完美演繹(適用 Visual C# 2022/2019)
/ 聖殿祭司, 奚江華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074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網頁設計 2.CST: 全球資訊網
312.1695
快速精通 iOS 15 程式設計 : 從零開
始活用 Swift 與 SwiftUI 開發技巧 /
Simon Ng 著 ; 王豪勳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3-013-9 (平裝) 普遍級

1.CST: 行動資訊 2.CST: 軟體研發
3.CST: 電腦程式語言 312.2
物聯網與智慧製造 / 張晶, 徐鼎, 劉旭
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34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09-0 (平裝) NT$660 普遍級
1.CST: 物聯網 2.CST: 電腦程式設計
3.CST: 技術發展 312.2
複雜架構極簡化 : 領域驅動設計
(DDD)10 倍程式開發速度 / 張逸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7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6-84-3 (平裝) NT$880 普
遍級
1.CST: 軟體研發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312.2
學習物件導向系統開發的六門課 =
Six courses to successful learning the
objected oriented information system
developed / 曹永忠, 許智誠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32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98-7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物件導向 2.CST: 軟體研發
312.2
最新 Java 程式語言 / 施威銘研究室
作 .-- 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旗標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7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12-704-8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1.CST: Java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J3
一本書秒殺電腦視覺最新應用 : 80
個 Python 大師級實例 / 張德豐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6-81-2 (平裝) NT$880 普
遍級
1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CST:
電腦視覺 312.32P97
強健的 Python : 撰寫潔淨且可維護的
程式碼 / Patrick Viafore 原著 ; 黃銘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4-101-5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32P97

22

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/ 陳俊榮編著 .-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62-5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組合語言 312.33
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術科解
析 / 豪義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 4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280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腦軟體 312.49
Access 資料庫管理 高手 / 林佳生作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102 .- 44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159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ACCESS(電腦程式) 2.CST: 資
料庫管理系統 3.CST: 關聯式資料庫
312.49A42
AutoCAD 解題高手 / 廖高德作 .-- 新
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102 .-- 5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-160-3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AutoCAD(電腦程式)
312.49A97
(精準活用祕笈)超實用!提高數據整
理、統計運算分析的 Excel 必備省時
函數 / 張雯燕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34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Excel 資料處理分析高手 / 林佳生
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
11102 .-- 5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0-161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最新 Excel VBA 基礎必修課 : 程式設
計與數據分析應用的最佳訓練教材
(適用 Excel 2021-2013) / 蔡文龍, 張志
成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103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Office 辦公軟體武功祕笈 / 林佳生
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102 .-- 39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-162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OFFICE(電腦程式)
312.49O4

系統程式設計 / 陳金追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7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4-077-3 (上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系統程式 312.5
ESP32S 程 式 教 學 . 常 用 模 組 篇 =
ESP32 IOT programming(37 modules) /
曹永忠, 張程, 鄭昊緣, 楊柳姿, 楊楠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10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82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系統程式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312.52
達 人 必 學 Android 程 式 設 計 App
Inventor 2 零起點速學指南 / 呂聰賢
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404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系統程式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312.52
大數據管理系統 / 江大偉, 高雲君, 陳
剛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8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02-1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大數據 2.CST: 資料庫 3.CST:
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.74
商業智慧 : 從 Tableau 運作機制邁向
大數據分析之路 / 吳國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88-4 ( 平 裝 )
NT$490 普遍級
1.CST: 大數據 2.CST: 資料探勘
312.74
熟悉過去,預測未來 : 從總統競選到
奧斯卡頒獎、從 Web 安全到災難預
測,一本書讓你用大數據洞察一切! /
李軍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6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27-7 (平裝) NT$430 普遍級
1.CST: 大數據 2.CST: 資料探勘
3.CST: 資料處理 312.74
遊戲腳本教科書 / 川上大典, 北野不
凡, 都乃河勇人, 長山豐, HASAMA,
平川 RAIAN, 米光一成著 ; 劉人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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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207-4 (平
裝) NT$900 普遍級
1.CST: 電腦遊戲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3.CST: 腳本 312.8
人工智慧 / 蘇豐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4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309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工智慧 312.83
人工智慧開發第一步. 硬體建置篇 =
First step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t
development-hardware installation and
configuration / 曹永忠, 郭耀文, 許智誠,
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08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88-8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人工智慧 2.CST: 機器學習
312.83
元宇宙技術革新關鍵 : AI 人工智慧
如何成就新一波未來趨勢 / 陳根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3-014-6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人工智慧 312.83
新一代 AI 霸主 : 深度強化學習從基
礎開始到專案開發 / 董豪, 丁子涵, 仉
尚航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
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82-9 (平裝)
NT$88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學習 2.CST: 人工智慧
312.831
圖像處理並行算法與應用 / 何川, 胡
昌華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4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17-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數位影像處理 312.837
機器視覺技術 / 陳兵旗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54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129-8 (平裝)
NT$700 普遍級
1.CST: 數位影像處理 2.CST: 演算法
312.837
Procreate 超迷人畫畫課 : 用 iPad 輕鬆
畫出我的生活風格 / 兔豆尼老师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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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; 張雅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5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100-8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腦繪圖 2.CST: 繪畫技法
312.86

天文學
地球 : 屬於我的 45 億年 / 史塔奇.麥
卡諾提(Stacy McAnulty)作 ; 大衛.里
奇斐德(David Litchfield)繪 ; 戴至中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銀河文化,
11102 .-- 40 面; 26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43-5-5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地球 2.CST: 繪本 324
SDGs 系列講堂全球氣候變遷 : 從氣
候異常到永續發展目標,謀求未來世
代的出路 / InfoVisual 研究所著 ; 童小
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9-116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全球氣候變遷 2.CST: 永續發
展 328.8

物理
林克雷特聲音系統 : 找到人聲自由
的訓練 / Kristin Linklater 著 ; 林微弋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6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74-7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聲學 2.CST: 聲音 334
幾何光學 / 耿繼業, 何建娃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58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幾何光學 336.3
鋰離子電池電極材料 / 伊廷鋒, 謝穎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7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25-0 (平裝) NT$760 普遍級
1.CST: 電池 2.CST: 鋰 3.CST: 電極
337.42

化學

拿破崙的鈕釦 : 17 個改變歷史的化
學 故 事 / 潘 妮 . 拉 古 德 (Penny Le
Couteur), 杰.布勒森(Jay Burreson)著 ;
洪乃容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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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35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154-0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化學 2.CST: 通俗作品 340

地質學
都會區工程環境地質圖集. II = Urban
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
map II / 紀宗吉主編 .-- 新北市 : 經濟
部中央地質調查所, 11012 .-- 54 面; 4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69-3 (平裝)
NT$700 普遍級
1.CST: 環境地質學 2.CST: 地質圖
3.CST: 防災工程 4.CST: 都會區
350.16
都會區工程環境地質圖集. III : 說明
書 = The introduction of urban
geotechnical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
map. III / 紀宗吉主編 .-- 新北市 : 經
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, 11012 .-- 6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271-6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環境地質學 2.CST: 地質圖
3.CST: 防災工程 4.CST: 都會區
350.16
都 會 區 工 程 環 境 地 質 圖 集 . III =
Urban
engineering
environmental
geological map. III / 紀宗吉主編 .-- 新
北市 :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,
11012 .-- 66 面; 4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70-9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環境地質學 2.CST: 地質圖
3.CST: 防災工程 4.CST: 都會區
350.16
港灣風波潮流模擬及長浪預警之研
究. (4/4) : 模擬評估及靜穩預警研究 /
傅怡釧, 林雅雯, 劉清松, 陳鈞彥, 謝
佳紘, 鄭采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51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72-2 (平
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波動 2.CST: 數值分析 351.9
港區震災速報系統維護及地層下陷
調查分析研究. 110 年 / 曾文傑, 謝幼
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
研究所, 11103 .-- 251 面; 30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531-365-4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地質調查 2.CST: 地層下陷
356.33
古生物終極生存圖鑑 / 土屋健著 ; 賴
慧鈴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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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 30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4-20-4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古動物學 2.CST: 古生物
3.CST: 通俗作品 359.5

生物學
生物統計學 / 尹順君, 吳佩芬, 詹聖慶,
盧耀華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
圖書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316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生物統計學 360.13

學大圖鑑 ; 8) .-- ISBN 978-986-461277-2 (平裝) NT$630 普遍級
1.CST: 細胞學 364
藏在海洋裡的小怪物 / 朱家麟著 .-第 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凌 零 出 版 社 ,
11101 .-- 1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76-8-5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生物 2.CST: 通俗作品
366.98
看漫畫輕鬆學 : 防災知識 / 旺文社編
輯部編著 ; 太田康士漫畫.繪圖 ; 原木
櫻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447-6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自然災害 2.CST: 防災教育
367.28

自然好好玩 : 生物的奧妙 / 陳馬克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心文創,
11103 .-- 144 面; 20X21 公分 .-- (知識
館 ; K018) .-- ISBN 978-986-06862-6-5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生命科學 2.CST: 通俗作品
361

細胞藥物與培養在優化精準健康的
開展與趨勢 / 廖憶純, 許麗卿, 楊志新,
丁漢平, 張桂芬, 粘仲毅, 陳建章, 李
岳倫, 王應然, 洪良宜作 .-- 臺北市 :
國立臺灣大學藥品及新興產業創新
教學推動中心, 11101 .-- 159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2-72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細胞培養 2.CST: 藥品開發
3.CST: 生物醫學 4.CST: 產業發展
368

生物力學 = Biomechanic / 林燕慧, 陳
建宏, 魏鴻文, 陳振昇, 蔡一如, 張恆
誌, 林居正, 黃崇舜, 林佳葦, 郭香蘭,
張家瑋, 蕭凱倫, 陳文玲, 林秀真, 張
家銘, 鄭智修, 李昀儒, 孫明暉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72-0-1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生物力學 361.72

趣味微生物 : 發酵與釀造、疾病與
新藥研發......存在你我身邊看不見的
菌類病毒大解密! / 山形洋平著 ; 蔡
婷朱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4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 (知的! ; 188) .-- ISBN 978-626-320094-4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微生物學 2.CST: 通俗作品
369

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 / 查爾斯.達爾
文(Charles Robert Darwin)著 ; 葉篤莊,
楊習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81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51-8 (平
裝) NT$950 普遍級
1.CST: 生物演化 2.CST: 演化論
3.CST: 性選擇 4.CST: 人類起源
362

寶寶醫學院 : 細菌與抗生素 / 卡菈.佛
羅倫斯(Cara Florance), 瓊.佛羅倫斯
(Jon Florance)原著 ; 林柏安翻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8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3-11-5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細菌 2.CST: 抗生素 3.CST: 通
俗作品 4.SHTB: 認知發展--0-3 歲幼
兒讀物 369.4

細胞大圖鑑 = Visual book of the cell /
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陳朕疆翻譯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08 面; 24 公分 .-(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列)(伽利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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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學

看見台灣水生植物(彩色版) / 李翠玲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0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67-5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水生植物 2.CST: 通俗作品
3.CST: 臺灣 374.4
看見台灣水生植物(黑白版) / 李翠玲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0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68-2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水生植物 2.CST: 通俗作品
3.CST: 臺灣 374.4

動物學
動物探索 300 : 活力滿滿超級觀察繪
本 / 講談社編輯部作 ; 林庭安翻譯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4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(快
樂兒童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986-461278-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動物 2.CST: 繪本 3.SHTB: 動
物--0-3 歲幼兒讀物 380
動物寶寶小百科 / 陳瑩榛作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71-38-0 ( 精 裝 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動物 2.CST: 通俗作品 380
我們都住在這塊土地上 / 玉子日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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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41-0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野生動物 2.CST: 臺灣
385.33
早安森林. 3, 養蜂人家 / 張哲銘文.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出版
社, 11103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161-672-8 (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1.CST: 蜜蜂 2.CST: 養蜂 3.SHTB: 昆
蟲--3-6 歲幼兒讀物 387.781
蝌蚪之道 : 宜蘭蝌蚪多樣性、形態
與 生 態 觀 察 = Tadpole diversity of
Yilan :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and
ecology / 巫奇勳著 .-- 宜蘭縣頭城鎮 :
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, 宜蘭縣自然史

教育館,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, 宜蘭縣
政府農業處, 11103 .-- 144 面; 27 公
分 .-- (蘭陽生物多樣性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5418-71-7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1.CST: 蛙 2.CST: 宜蘭縣 388.691
都市鳥的生活百科 / 一日一種著 ; 林
詠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46-7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鳥類 388.8
彩鷸小嘉冬奇遇記 / 余遠猛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(繽紛 ; 234) .-- ISBN 978-986-323434-0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鷸形目 2.CST: 臺灣 388.896

人類學
左撇子的隱形優勢 : 看過上萬人腦
部影像的名醫教你將天賦才華發揮
到 120%的關鍵 / 加藤俊德著 ; 陳聖
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版社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 (Happy learning ; 201) .-- ISBN 978986-136-615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左右腦理論 2.CST: 神經生理
學 394.91
解剖生理學精要 / 唐善美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614-0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人體解剖學 2.CST: 人體生理
學 397
嘎嘎的光照書. 4, 注意身體變化 / 方
秋雅文 ; rabbbit44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4 .-- 5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69-0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人體學 2.CST: 兒童讀物
397
職能治療師考試秘笈. 一, 解剖生理
學 / 鄭承鴻, 楊舒如, 邱淑貞, 林威宇,
毛歆瑜, 陳繼勝, 羅沛潔合著 .-- 三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61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53-8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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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人體解剖學 2.CST: 人體生理
學 397
醫 護 生 理 學 實 驗 手 冊 = Medical
physiology laboratory manual / 呂建陳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94-642-9 (活頁裝) 普
遍級
1.CST: 人體生理學 397
九品脫 : 打開血液的九個神祕盒子,
探索生命的未解之謎與無限可能 /
蘿絲.喬治(Rose George)著 ; 張綺容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84 面; 23 公
分 .-- (聯經文庫) .-- ISBN 978-957-086201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血液學 398.32
醫師國考 Winner : 生物化學 / 馬聖翔
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出
版社, 11102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8-450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生物化學 399
圖解人體不可或缺的營養素 : 蛋白
質零概念也能樂在其中的 76 個蛋白
質知識 / 佐々木一監修 ; 王盈潔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06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蛋白質 399.7

應用科學類
總論
能源概論 / 陳維新編著 .-- 十版 .-- 新
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102 .-4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312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能源 2.CST: 能源技術
400.15
前沿科技轉化暨推廣成果專刊. 2021
/ 科轉計畫-科工館團隊主編 .-- 高雄
市 : 科轉計畫-前沿科技轉化暨教育
應用推廣, 11101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36-35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科技教育 2.CST: 人工智慧
3.CST: 生物技術 4.CST: 生物醫學
403

醫藥

1.CST: 健康法 2.CST: 食譜 3.CST: 養
生 411.1

成長. 3 : 醫學倫理的教學與研究 / 邱
浩彰, 穆淑琪, 李錦虹, 卓妙如編著 .-臺北市 :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
火獅紀念醫院, 11101 .-- 455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0438-3-1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醫學倫理 2.CST: 文集
410.1619

養生保健法 : 逆轉疾病與老化 / 李永
仁, 李永正, 李應紹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34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法 2.CST: 保健常識
3.CST: 養生 411.1

台灣醫療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. 2021
/ 朱師右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
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102 .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857-9 (平裝) NT$1000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醫療業 2.CST: 資訊科技
3.CST: 產業發展 4.CST: 臺灣
410.1655
習醫之道 : 醫學生的反思 / 潘倩慧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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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8-986-5635-64-0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1.CST: 醫學 2.CST: 文集 410.7
一輩子受用的腳部健護指南 / 中野.
詹姆士.修一作 ; 黃健育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Ciel) .-- ISBN 978-957-05-3396-5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法 2.CST: 運動訓練
3.CST: 腳 411.1
阿育吠陀實證醫學 / 薛仲玲作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33-0-1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健康法 411.1
慢一點,小林弘幸的究極健康法 : 每
天 15 分鐘的神奇改變 / 小林弘幸著 ;
林佳翰譯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
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6-60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法 411.1
蔬菜美人 / 林心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常景有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16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999-2-0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
10 分鐘入禪休息法 / 歐文.奧侃(Owen
O'kane)作 ; 葉織茵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15-2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超覺靜坐 411.15
Sujit 老師的修復瑜珈全書,幫你鬆綁
糾結的身心 / Sujit Kumar 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商業周刊, 11103 .-- 25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-21-6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瑜伽 2.CST: 運動健康
411.15
腦癒力 : 最強大的大腦神經功能鍛
鍊術 / 李政家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09-1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健腦法 2.CST: 健康法
411.19

1.CST: 健康飲食 2.CST: 鹽

411.3

高敏敏教你這樣吃最營養、補最多!
/ 高敏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売
出版, 1110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名
醫的餐桌日常 ; 1) .-- ISBN 978-98606418-2-0 (平裝) NT$370 普遍級
1.CST: 健康飲食 411.3
機 能 營 養 學 前 瞻 / Carol ByrdBredbenner, Jacqueline Berning, Danita
Kelley, Jaclyn M. Abbot 原著 ; 蕭寧馨
編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美商麥格羅
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;
新北市 : 藝軒圖書出版社, 11102 .-9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1482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營養學 411.3
營養學 / 湯曉君, 鄭美莉, 朱映儒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31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營養學 411.3
50 組在家徒手健身減重計畫 / 卡特
琳娜.布林克曼(Katharina Brinkmann)
著 ; 游絨絨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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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8-174-8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健身運動 2.CST: 運動訓練
3.CST: 減重 411.711

潛意識讓你心想事成 : 活化大腦,讓
現實如你所願 / 山岡尚樹作 ; 楊毓瑩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時代 ; A25) .-- ISBN 978-986-5408-82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健腦法 411.19

菊池體操 : 從 25 到 95 歲都能做的最
強健康操 / 菊池和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(Health+ ;
174) .-- ISBN 978-626-95156-5-3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健身操 2.CST: 運動健康
411.711

好了嗎?好了嗎? /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
編著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0-661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健康飲食 2.CST: 繪本
3.SHTB: 食育--3-6 歲幼兒讀物
411.3

讀心師的不敗戒菸法 / DaiGo 著 ; 賴
惠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心文化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 (Skill ; 9) .-- ISBN 978-986-06672-6-4
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戒菸 2.CST: 認知治療法
411.84

竹。道。鹽 : 推廣「健康用鹽」的
知識 / 陳村榮, 劉沂佩, 邱煒倫, 林寅
申, 鄭靜宜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鹿港
鎮 : 田榮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43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22-0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
醫藥健保法規 /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
編輯 .-- 27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168 面; 17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87-7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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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醫藥法規 2.CST: 全民健康保
險 3.CST: 衛生法規 412.21
流行病學原理 / 史麗珠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102 .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2-26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流行病學 412.4
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 : 一
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 / 皮
國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6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744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3-9975-1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瘟疫 2.CST: 傳染性疾病防制
3.CST: 醫學史 412.409
堅韌的疫誌 : 台北市防疫紀實 / 顧旻,
林惠君, 朱乙真, 陳書孜採訪撰稿 ; 鄒
佳穎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信義區
市 :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, 11102 .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2-90-6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傳染性疾病防制 2.CST: 嚴重
特殊傳染性肺炎 3.CST: 傳染性疾病
護理 4.CST: 臺北市 412.471
寶寶醫學院 : 看醫生,不怕不怕 / 卡菈.
佛羅倫斯(Cara Florance), 瓊.佛羅倫斯
(Jon Florance)原著 ; 林柏安翻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8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3-09-2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兒童 2.CST: 健康檢查 3.CST:
繪本 4.SHTB: 認知發展--0-3 歲幼兒
讀物 412.51
環境與健康 / 盧昭彰, 王正隆, 温雅蘭,
薛夙君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
圖書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2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315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環境衛生 2.CST: 環境汙染
3.CST: 環境生態學 412.7
大醫精誠 : 倪海厦醫師逝世十週年
紀念文選 / 徐光佑編著 .-- 臺北市 : 臺
北漢唐中醫診所, 11101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066-3-2 (平裝)
NT$390 普遍級
1.CST: 倪海厦 2.CST: 中醫 3.CST: 文
集 4.CST: 傳記 413.07
形氣論中醫臨證 : 科學中藥三十年
台灣範輯 / 陳逸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知音出版社, 11103 .-- 440 面;
26 公分 .-- (高等中醫研究叢書 ; 23) .- ISBN 978-986-435-018-6 ( 精 裝 )
NT$700 普遍級
1.CST: 中醫理論 2.CST: 陰陽五行
3.CST: 科學中藥 413.15
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3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
48) .-- ISBN 978-986-289-696-9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食療 2.CST: 養生 3.CST: 中醫
413.98

原態. 八之五 : 醫典 / 游朱義作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 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7641-7-9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醫診斷學 2.CST: 中醫治療
學 413.2

本草類方 / (清)年希堯原著 ; 呂靜, 于
永敏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846 面; 21 公
分 .-- (中醫保健站 ; 106) .-- ISBN 978986-346-359-7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方書 414.6

解身體的鬱 : 情緒是身體裡的困獸,
悲哀愁憂令五臟六腑皆搖 / 郝萬山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沐光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577-1-4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中醫 2.CST: 養生 3.CST: 情緒
管理 413.21

重點式照護超音波 / Nilam J. Soni,
Robert Arntfield, Pierre Kory 作 ; 王家
鼎, 王鼎程, 包柏嘉, 朱聖恩, 巫昀祐,
邱璵宸, 胡凱君, 陳為庭, 黃文成, 楊
智皓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
思唯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52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3-07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超音波學 415.2168

一看就懂超實用,圖解中醫面診手診
脈診 / 武建設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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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5-08-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脈診 2.CST: 中醫診斷學
413.2441
當代中醫傷科學 : 科學化傷科診斷、
藥方與治療手法之精髓 / 黃敬軒編
審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93-08-5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外科 2.CST: 外傷 3.CST: 中醫
413.4
八面當風 : 絕處逢生 / 溫嬪容著 .-- 臺
北市 : 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774-5-2 (平裝) NT$370 普遍級
1.CST: 中醫 2.CST: 病例 413.8
*丹士論壇 : 感念朱興樺師兄專輯 /
呂正心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河畔出版
社, 11101 .-- 1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266-63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氣功 2.CST: 文集 413.9407
養生食療全書 : 居家外食都 OK!184
種常見排毒食材,調整體質從「吃」
開始 / 藥日本堂監修 ; 林姿呈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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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診基礎暨高級心臟救命術手冊
ECBAR. 2022 = Emergency cardiac
basic and advanced resuscitation / 廖浩
欽主編 .-- 第 13 版 .-- 桃園市 : 台灣
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協會, 11101 .-- 35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541-3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急救 2.CST: 心肺復甦術
415.22
肺癌用藥你該知道的事 / 臺大癌醫
中心分院肺癌多專科診療團隊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健康世界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健康世界
叢書 ; 246) .-- ISBN 978-986-98286-4-2
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肺癌 2.CST: 抗腫瘤用藥
415.4682
內臟脂肪 / 水野雅登著 ; 蔡麗蓉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出版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 (healthy) .-- ISBN 978-626-7087-18-3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肥胖症 2.CST: 減重 3.CST: 健
康法 415.599
糖尿病與我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
福利部國民健康署, 11101 .-- 10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86-3 (平
裝) NT$25 普遍級

1.CST: 糖尿病 2.CST: 保健常識
415.668
早期慢性腎臟病照護手冊 / 台灣腎
臟醫學會,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
撰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
國民健康署, 11101 .-- 11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88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腎臟疾病 415.81
血液透析技術薈萃 / 蔡佳璋, 陳建文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蔡佳璋,
11101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95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透析治療 2.CST: 血液透析
415.8162
Happy Stress 壓力是你的最強武器 :
UCLA 神經科學專家驗證大腦進化
的實踐 / 青砥瑞人著 ; 李彥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201-2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神經學 2.CST: 神經生理學
3.CST: 壓力 415.9
記住相愛,停止傷害 / 二花小姐著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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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353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失智症 2.CST: 健康照護
415.934
最後,我會變成你嗎? : 認知心理學家
的失智老爸 ; 最後,我會變成你嗎? :
失智老爸教我的幸福必修課 / 鍾灼
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VIEW 系列 ; 113) .-- ISBN
978-626-335-034-2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失智症 2.CST: 健康照護
3.CST: 通俗作品 415.934
認識常見精神疾病 : 淺析憂鬱症、
焦慮症、強迫症等心理疾患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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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年伽
利略 ; 22) .-- ISBN 978-986-461-276-5
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精神醫學 415.95
疼痛的隱喻 : 透視疾病背後的情緒、
壓力與痛苦 / 米歇爾.歐杜爾(Michel

Odoul)著 ; 劉允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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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120-9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心身醫學 2.CST: 心靈療法
415.9511
承認內在脆弱,使你溫柔又強大 / 片
田智也著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28 面; 21 公分 .-- (心理系
列 ; 72) .-- ISBN 978-986-137-361-4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精神衛生學 2.CST: 情緒管理
3.CST: 生活指導 415.9516
我不是故意的!成人也有 ADHD : 專
業 ADHD 醫師陪你解決各種困擾,找
回穩定的生活方式 / 黃隆正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健康力) .-- ISBN 978-957-08-6227-0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注意力缺失 2.CST: 過動症
415.9894
今天也因為難相處的人而心累 / 鄭
熙靜著 ; 張召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好時光 ; 53) .- ISBN 978-626-7089-32-3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人格障礙症 2.CST: 人際關係
415.996
為什麼會便便?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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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2
面 ; 23X23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617-3-5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消化系統 2.CST: 繪本
416.24
蛀牙妖怪 / 金明熙作 ; Ganjang 繪 ; 簡
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44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4-574-8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蛀牙 2.CST: 口腔疾病 3.CST:
繪本 416.942
我的幸福我決定 : 凍卵增加卵實力,
凍結青春美好 / 曾琬婷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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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10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742-0-9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婦科 2.CST: 人工生殖 3.CST:
婦女健康 417.1
婦女健康 / 王秀雲, 詹美蘭, 饒夢霞,
張菊慧, 王舒薇, 楊麗絨, 羅慧敏, 李
小璐, 蔡娟秀, 王秀禾, 樓美玲, 江曉
菁, 陳馥萱, 蔡秀敏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851-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婦女健康 417.1
阿媽 ê 月 : 宜蘭四代女性的月經故事
/ 小紅帽議題研究部作 ; 林尹筑, 林薇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全
球小紅帽協會, 11101 .-- 13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0-2-8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月經 2.CST: 婦女健康 3.CST:
宜蘭縣 417.12
親愛的,我在 / 齊萱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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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書房 Study ; 14) .-ISBN 978-986-99494-6-0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子宮癌 2.CST: 病人 3.CST: 通
俗作品 417.28152
產科護理實習手冊 = Pocket guide to
obstetric nursing practice / 李淑杏, 陳迺
葒, 王淑芳, 張淑文, 黎小娟作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4-637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產科 2.CST: 手冊 417.3026
芳香族 L-胺基酸類脫羧基酶缺乏症
照護手冊 = Brochure of Aromatic LAmino Acid Decarboxylase(AADC)
Deficiency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, 11101 .-- 91 面;
21 公分 .-- (罕見疾病照護手冊 ; 23) .- ISBN 978-986-93059-8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罕見疾病 2.CST: 健康照護
417.9
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= Therapeutic hand
book of common drugs / 陳長安編著 .- 第 55 版 .-- 臺北市 : 全國藥品年鑑
雜誌社, 11101 .-- 1800 面; 26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96487-4-5 ( 精 裝 )
NT$1600 普遍級
1.CST: 藥物治療 2.CST: 手冊
418.026
AZ 疫苗 : 生命優先的科學戰疫 / 吉
爾伯特(Sarah Gilbert), 格林(Catherine
Green)著 ; 廖建容, 郭貞伶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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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BCB762) .-- ISBN
978-986-525-465-0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疫苗 2.CST: 研發 3.CST: 傳染
性疾病防制 418.293
寶寶醫學院 : 疫苗小小兵 / 卡菈.佛羅
倫斯(Cara Florance), 瓊.佛羅倫斯(Jon
Florance)原著 ; 林柏安翻譯 .-- 1 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8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3-10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疫苗 2.CST: 疾病防制 3.CST:
通俗作品 4.SHTB: 認知發展--0-3 歲
幼兒讀物 418.293
空腹奇蹟 : 現代營養學不願透露的
真相,奇效斷食健康法,啟動身體最強
自癒力! / 船瀨俊介著 ; 林佑純譯 .--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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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Beautiful life ; 75) .-- ISBN 978626-318-157-1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斷食療法 2.CST: 健康法
418.918
最新物理治療精選. 3, 物理治療史、
倫理學與行政管理學 / 張梅蘭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72-1-8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物理治療 418.93
520 筋膜修復密碼 / 蔡凱宙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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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(悅讀健康系列 ; 167) .-- ISBN
978-626-95643-7-8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肌筋膜放鬆術 2.CST: 健康法
418.9314
奇蹟的癌症克服法 : 喚醒你未知的
強大自癒力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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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15-9-0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宗教療法 2.CST: 信仰治療
418.982
瀕死的慰藉 : 臨終關懷師橫跨醫療
與宗教的照護 / 玉置妙憂著 ; 洪玉珊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64 面;
21 公分 .-- (眾生 ; JP0191) .-- ISBN
978-626-95738-3-7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宗教療法 2.CST: 生命終期照
護 3.CST: 生死學 418.982
許願水晶連結指南 : 3 款必備水晶與
5 個練習,快速提升感應力,讓你願望
成真! / 艾潔利雅.李(Azalea Lee)著 ;
黃春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樹林
出版社, 11103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(療癒之光 ; 3) .-- ISBN 978-626-954133-1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1.CST: 另類療法 2.CST: 水晶 3.CST:
寶石 4.CST: 能量 418.99
靈性脈輪的療癒 : 脈輪的淨心 99 禪
繞畫 / 洪若萍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豐姿企業行, 11103 .-- 256 面; 20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73-3-0 (平裝)
NT$390 普遍級
1.CST: 心靈療法 2.CST: 禪繞畫
418.995
開刀房的溫暖 : 外科醫師的同理與
傾聽 / 賴俊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vision ; 221) .-ISBN 978-986-406-277-5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醫病關係 2.CST: 通俗作品
419.47
實證護理 / 穆佩芬, 胡月娟, 王雅容,
葉美玲, 周幸生, 郭素真, 林小玲, 徐
德福, 鄒樂起, 鄭浩民, 李美銀, 楊寶
圜, 張麗銀, 宋惠娟, 馬淑清, 馮容莊,
陳可欣, 高靖秋, 陳杰峰, 張瑩如, 陳
幼梅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
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7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811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護理學 2.CST: 實證醫學
419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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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護理人力發展之前瞻策略規畫
= Forward-looking strategic plans of
nursing workforce in Taiwan / 論壇「臺
灣護理人力發展之前瞻策略規畫」
委員會作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
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; 臺北市 :
衛生福利部, 11101 .-- 23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87-0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護理人員 2.CST: 醫院人力資
源管理 419.652
長期照顧 / 田玫, 薛夙君, 翁莉婷, 葉
莉莉, 吳淑如, 宋惠娟, 陳淑雯, 賈淑
麗, 蔡馥妃, 吳玲娟, 郭淑珍, 洪秀吉,
陳惠津, 張萃珉, 楊嘉玲合著 .-- 十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54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長期照護 2.CST: 老人養護
419.71
照顧服務員訓練指引 = The training
guide for nursing assistants / 胡月娟, 蔡
欣晏, 吳宏蘭, 程紋貞, 李碧玉, 趙慧
珍, 游秋燕, 蘇以青, 田奇玉, 陳美戎,
鄭鈞元, 唐士祥, 杜玲, 侯瑞葉, 陳鳳
櫻, 呂淑華, 邱淑玲, 鐘淑英, 洪芸櫻,
林麗鳳, 嚴毋過, 陳柏安, 李復惠, 許
秀櫻, 吳孟凌, 許惠娟, 陳美珠, 姚奮
志作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71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41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照護服務員 419.8
內外科護理學導論 / 唐善美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615-7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內外科護理 419.82
精神科護理實習手冊 = Pocket guide
to psychiatric nursing practice / 邱照華
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1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94-640-5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精神科護理 419.85

家政
老屋創生 25 帖 / 李應平, 林欣誼, 高
嘉聆, 張尊禎, 陳歆怡, 曾淑美, 葉益
青, 劉熒楓採訪.撰文 ; 陳國慈總策

劃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(Taiwan style ; 79) .-- ISBN 978957-32-9431-3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房屋 2.CST: 建築物維修
3.CST: 室內設計 422.9
皮膚照護教科書 : 健康肌膚的新常
識 / 高賴聰子, 細川桃合作 ; 盧宛瑜
譯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健
康百科 ; 31) .-- ISBN 978-626-320-069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皮膚美容學 425.3
鉤針花樣可愛寶典 : 130 款女孩最愛
的花樣織片&拼接小物 28 件 / 日本
VOGUE 社編著 ; 林麗秀譯 .-- 二版 .- 新北市 : Elegant-Boutique 新手作出
版 :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,
11102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(樂.鉤織 ;
17) .-- ISBN 978-957-9623-81-0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編織 2.CST: 手工藝 426.4
PUI PUI 天竺鼠車車的手作大冒險 /
主婦と生活社編集 ; 方嘉鈴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315-4-7 (平裝) NT$399 普
遍級
1.CST: 手工藝 426.7
Patchwork 拼布教室. 25 : 連接幸福的
小巧拼布 : 口金手提袋與波奇包選
集 / BOUTIQUE-SHA 授權 ; 林麗秀,
彭小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12 面;
30 公分 .-- (Patchwork 拼布教室 ; 25) .- ISBN 978-986-302-616-7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拼布藝術 2.CST: 手工藝
426.7
零失敗!療癒手作布小物 : 小布立大
功 X 怎麼縫都可愛 / 郭雅芬(CoCo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風堂出版社,
11102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72-0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手工藝 426.7
初學者の第一本 UV 膠&環氧樹脂飾
品教科書 / 熊崎堅一監修 ; 莊琇雲
譯 .-- 二 版 .-- 新 北 市 :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04 面; 26 公

分 .-- (趣.手藝 ; 45) .-- ISBN 978-9579623-80-3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裝飾品 2.CST: 手工藝
426.77
蛻.變 : 黃珮萱纏花創作個展作品集 /
黃珮萱作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黃珮萱,
11102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11-2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花飾 2.CST: 手工藝 3.CST: 作
品集 426.77
一起動手做!超可愛狗狗縫製指南 /
艾莉森.J.里德(Alison J. Reid)著 ; 賴姵
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
書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8 面; 23X22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46-3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玩具 2.CST: 手工藝 426.78
胸針小飾集 : 人氣手作家的自然風
質感選品 / 林哲瑋, 嬤嬤, 月亮 Tsuki,
RUBY 小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
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4
面; 18X17 公分 .-- (手作小市集 ; 2) .- ISBN 978-986-302-615-0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裝飾品 2.CST: 手工藝 426.9
飢餓信號!一次解開身心之謎的飲食
心 理 學 / 米 歇 爾 . 馬 赫 特 (Michael
Macht)著 ; 王榮輝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菓
子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Denken) .-- ISBN 978-626-952712-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飲食 2.CST: 心理學 427.014
人生大事,吃喝二字 : 美食與愛,都不
可辜負! / 李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21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40-6 (平裝) NT$580 普
遍級
1.CST: 飲食 2.CST: 文集 427.07
一人食光 : 小廚房也能輕鬆做,50 道
好吃又好拍、兼顧健康又暖心的輕
食料理,我家就是咖啡館,自煮時代的
優雅生活提案! / 曲文瑩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積木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103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 (五味坊 ; 121) .-- ISBN 978-986-459390-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427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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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料理解構聖經 / Keda Black, Abi
Fawcett, Marianne Magnier-Moreno,
Vania NikoIcic, Orathay Souksisavanh,
Jody Vassallo, Laura Zavan 著 ; 林雅芬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3 .-- 冊 .-(五味坊 ; 61) .-- ISBN 978-986-459391-0 (上冊: 平裝) NT$900 .-- ISBN
978-986-459-392-7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90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427.1
呂昇達經典麵包配方 X 私房迷人料
理 / 呂昇達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
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202-9 (平
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點心食譜 427.1
香料咖哩教父的極簡易縮時料理教
科書 : 零技術、顛覆傳統、不可思
議的料理新手法!8 種應用模式 X10
款香料配方 X31 道咖哩食譜 X38 個
五角香氣圖,輕鬆掌握咖哩研究家畢
生追求的美味方程式。 / 水野仁輔
作 ; 楊玓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
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176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452-8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香料 427.1
一起捲壽司! : 日本壽司捲大師教你
做 33 款超可愛的造型壽司捲 / 若生
久美子著 ; 元氣小紗譯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160 面; 23 公分 .-- (Orange taste ; 21) .- ISBN 978-626-95198-4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日本 427.131
小野二郎的世界 / 里見真三作 ; 婁愛
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
11103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(好食光 ;
40) .-- ISBN 978-626-7065-13-6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食譜 2.CST: 日本 427.131
台灣甜品教科書 / 沼口由紀作 ; 闕韻
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42-9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自宅獨享烘焙 X 小食動手做 : 烘焙
小點 X 經典小食,新手也能無負擔上

手! / 鍾昕霓(Sidney Chung)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4-188-9 (平裝) NT$498 普
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法式甜點的設計 : 從色彩、口感、
食材搭配解構,藍帶甜點師令人驚豔
的 35 道小點.蛋糕.塔派 / EN(大口心
心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有
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36-3 (平裝)
NT$599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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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老師及參賽選手著 .-- 一版 .-[新北市] :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065-63-4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訂製的儀式感✩鐵盒餅乾 / 加藤里
名作 ; 李亞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
版 :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,
11102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(悅滋味 ;
139) .-- ISBN 978-986-5520-61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無麩質完美烘焙 : 美味的無麩質食
譜與科學知識 / 卡塔琳娜 .瑟梅莉
(Katarina Cermelj)著 ; 張家瑞譯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(Chef guide ;
7) .-- ISBN 978-626-320-072-2 (精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點心食譜 427.16
韓國專業講師親授!可愛造型壽司 :
從基礎圖案到複雜人物,專業圖文詳
述技法,手不巧也能學會 / 李蓮華著 ;
高毓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8 面; 26
公分 .-- (Cook50 ; 219) .-- ISBN 978626-7064-05-4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飯粥 2.CST: 食譜 427.35
咖啡冠軍的手沖咖啡學 / 井崎英典
作 ; 林俞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邦
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:
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悅滋味 ; 138) .--

ISBN 978-986-5520-62-5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咖啡 427.42
義式咖啡的萃取科學 : 專業玩家、
咖啡師必備的完全沖煮手冊;煮出油
脂平衡、基底飽滿,適口性佳的濃縮
咖啡 / 史考特.拉奧(Scott Rao)著 ; 魏
嘉儀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方言文
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73-8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咖啡 427.42
法式佐餐奶酒癮 / 薑老茴著 .-- 初
版 .-- 花蓮縣吉安鄉 : 勝驛璽月文化
事業, 11101 .-- 16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83-1-4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1650 普遍級
1.CST: 飲料 2.CST: 調酒 3.CST: 食譜
427.43

日常器皿 / 生活圖鑑編輯部著 ; 蔡欣
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
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101 .-- 232 面; 19 公分 .-- (美好生活
提案 ; 1) .-- ISBN 978-626-7044-23-0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食物容器 2.CST: 工藝美術
3.CST: 日本 427.9
小熊熊的每一天 / 王婷儀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04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通俗作品 428
嬰幼兒撫觸與按摩 / 王美玲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601-0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按摩 428

冰淇淋風味學 / 陳謙璿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103 .-- 20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88-4 (精裝) NT$780 普
遍級
1.CST: 冰淇淋 2.CST: 點心食譜
427.46

1-3 歲的小惡魔,父母應該這樣帶 : 孩
子的「放電」時間,其實是教育的大
好機會 / 方佳蓉, 高潤著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9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39-0 ( 平 裝 )
NT$375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幼兒教育 3.CST:
健腦法 428.8

女巫阿娥的香料廚房 : 活用四季常
備香料,做出健康療癒的餐桌風景 /
洪慧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64 面;
23 公分 .-- (LOHAS.樂活) .-- ISBN
978-957-08-6199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香料 2.CST: 調味品 3.CST: 食
譜 427.61

「你好,寶寶!」0-2 歲成長遊戲書 :
東大嬰兒學專家 26 年研究數據統合,
不分齡開發腦力的 191 個遊戲提案!
/ 開一夫監修 ; 曹茹萍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25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幼兒遊戲 428.8

飛田和緒 私房料理真功夫 : 時間.食
材的究極活用術 / 飛田和緒作 ; 羅淑
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1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41-2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烹飪 2.CST: 食譜 427.8

放下過度努力!佛系育兒,讓爸媽更輕
鬆 / 金真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
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103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535-6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親職教育 428.8

薑老茴藝廚寶典 / 薑老茴著 .-- 初
版 .-- 花蓮縣吉安鄉 : 勝驛璽月文化
事業, 11103 .-- 40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83-0-7 (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598 普遍級
1.CST: 烹飪 2.CST: 食譜 3.CST: 健康
飲食 427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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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幸福的育兒術 : 活用 NLP,教出正
向、自律好孩子 / 丹妮拉.布利坎
(Daniela Blickhan)作 ; 李友君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(婦幼館 ;
174) .-- ISBN 978-986-5408-81-7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親職教育 428.8

媽媽發脾氣是很自然的事!父母的理
性動怒情緒教養書 / 小尻美奈著 ; 周
子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40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育兒 2.CST: 情緒管理 3.CST:
親職教育 428.8
邊玩邊學的親子自然遊樂園 : 動動
腦.動動手與孩子一起親近自然的遊
戲提案書 / 趙啟傑, 陳宣蓉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成
長樂教 ; 2) .-- ISBN 978-986-302-617-4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親子遊戲 2.CST: 兒童遊戲
3.CST: 親職教育 428.82
產婦.新生兒,居家照護全圖解 : 新手
父母一次上手育兒百科!日常基礎照
護 X 小兒常見疾病 X 產後常見問題
X 產婦乳腺疏通 X 中醫體質調理,權
威醫師給你最完善解答 / 台灣母嬰
月子醫學會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創
意市集出版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7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79-1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婦女健康 2.CST: 產後照護
3.CST: 育兒 429.13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30-7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農民 2.CST: 農業經營 3.CST:
產業發展 4.CST: 山西省大同市
431.4
*植物工廠的栽培應用理論與營運操
作實務 / 邱相文, 鄭宇翔, 蘇招德, 羅
棣楹, 林意潔, 徐志明, 蔡尚光, 石信
德, 呂昀陞, 陳美杏, 蔡致榮作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
益基金會, 11101 .-- 376 面; 29 公分 .- (中正基金會專題研究報告 ; 34) .-ISBN 978-986-96567-2-6 ( 精 裝 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農作物 2.CST: 栽培 3.CST: 工
業技術 4.CST: 農業發展 434.2
園藝種苗生產 / 朱建鏞編著 .-- 修訂
二版 .-- 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(TechMore) .-- ISBN 978-957-19-3303-0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植物育種 2.CST: 植物繁殖
434.28

農業

種子盆栽超好種 : 夾鍊袋催芽法 X
破殼催芽法 X 水苔催芽法 = Seed
bonsai / 張琦雯, 傅婉婷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(自然生活家 ;
46) .-- ISBN 978-626-320-081-4 (平裝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盆栽 2.CST: 園藝學 435.11

農業素材高值化應用驗證量能 = To
verify higher value-adding application of
agricultural materials / 洪紹文總編輯 .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
研究院, 11101 .-- 12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306-2-5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農業生物學 2.CST: 生物技術
3.CST: 產品檢驗 430.1635

蘭花賊 / 蘇珊.歐琳(Susan Orlean)著 ;
宋瑛堂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(Into ; 66) .-- ISBN
978-626-335-005-2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拉若許(Laroche, John) 2.CST:
歐琳(Orlean, Susan) 3.CST: 蘭花
4.CST: 園藝 5.CST: 傳記 6.CST: 報導
文學 435.431

農業科技研發成果管理運用法規彙
編 /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
發展中心執行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行
政院農業委員會, 11101 .-- 18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55-4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農業法規 2.CST: 智慧財產權
430.2
火山紅黃花黃 / 任勇, 石囪, 周智海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6 面; 21 公

超音波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
集. 2021 / 羅玲玲編 .-- 臺北市 : 中國
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, 11101 .-- 150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401-6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養豬 2.CST: 家畜育種 3.CST:
超音波學 4.CST: 文集 437.34307
犬隻皮膚診斷學 : 從基礎到疾病鑑
別指引 / Maite Verde Arribas 原著 ; 陳
孟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圖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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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, 11102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368-449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犬 2.CST: 皮膚科 437.35
狗狗想要說什麼? : 了解人類最好朋
友的愛犬人士指南 / 莉莉.程(Lili Chin)
著 ; 黃薇菁(Vicki Huang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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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28 面; 15 公分 .-( 眾 生 ; JP0192) .-- ISBN 978-62695738-1-3 (精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犬 2.CST: 動物心理學 3.CST:
動物行為 437.354
超可愛貓咪圖鑑 / 大森裕子文.圖 ; 林
芝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32 面;
19X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974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貓 437.36
我家住海邊 : 尋找台灣即將消失的
漁法 = Living with the ocean / 公共電
視作 ; 鄭玉佩繪圖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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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4-123-0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捕魚 2.CST: 漁業 3.CST: 臺灣
438.31
臺灣特色觀賞魚產業利用 : 技術指
南 / 黃之暘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基隆市 :
黃之暘, 1110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749-5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養魚 2.CST: 水族館 3.CST: 水
產養殖 4.CST: 產業發展 438.667
綠茶 : 龍井、碧螺春、六安瓜片、
太平猴魁,從前只在古裝劇看到的名
貴茶種,帶你逐一細細品味 / 王岳飛,
周繼紅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70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61-1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茶葉 2.CST: 製茶 3.CST: 茶藝
4.CST: 文化 439.451
肉製品加工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必
勝寶典 / 曾再富, 林高塚編著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45 面; 23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30-808-8 ( 平 裝 )
NT$295 普遍級
1.CST: 畜產 2.CST: 農產品加工
439.6

工程
動態系統運行安全性分析與技術 /
柴毅, 張可, 毛永芳, 魏善碧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113-7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系統工程 2.CST: 系統分析
440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
系許智能教師升等送審著作 : 專利
技術報告著作 / 許智能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64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工程學 2.CST: 工程材料
3.CST: 能源技術 440
善用數位化的 IE 工業工程 : 兼論
OTRS 工具的運用 / 傅武雄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肯美資訊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1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80858-7-9 ( 平 裝 )
NT$580 普遍級
1.CST: 工業工程 2.CST: 工業管理
3.CST: 數位化 440
複雜系統彈性建模與評估 / 李瑞瑩,
杜時佳, 康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6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123-6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系統工程 2.CST: 系統分析
440
Creo Parametric 6.0 零件設計. 基礎篇
/ 梁景華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
文化, 11103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15-505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腦輔助設計 2.CST: 電腦輔
助製造 440.029
快速學會 Creo Parametric 6.0 基礎設
計 / elearningDJ 作 .-- 新北市 : 知果文
化, 11103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223-8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腦輔助設計 2.CST: 電腦輔
助製造 440.029

精通 Creo Parametric 6.0. 基礎篇 / 周
曉龍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
11102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0-158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腦輔助設計 2.CST: 電腦輔
助製造 440.029

*專利檢索實作講義. 基礎篇 / 管中徽
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管中徽,
11101 .-- 24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80-1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專利 2.CST: 資訊檢索
440.6029

工程數學 / 蔡繁仁, 張太山, 陳昆助編
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6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8-061-8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工程數學 440.11

制度觀點下的專利法與國際智慧財
產權 / 王立達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720 面;
21 公分 .-- (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叢書 ;
109) .-- ISBN 978-957-511-680-4 (平裝)
NT$850 普遍級
1.CST: 專利法規 2.CST: 智慧財產權
440.61

先進材料連接技術及應用 / 李亞江
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2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05-2 (平裝) NT$720 普遍級
1.CST: 材料科學 440.2
高電壓塑膠電容材料開發及應用 /
李炤佑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樹人出
版, 11102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82-3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材料科學 2.CST: 電容器
440.2
材料力學<<系統剖析>> / 林冠丞作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出版企業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64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56-5-1 (下冊: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材料力學 440.21
複合材料雷射增材製造技術及應用 /
李嘉寧, 鞏水利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122-9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1.CST: 材料科學 2.CST: 工程材料
440.3
中國工程師學會民國 120 年發展策
略白皮書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工
程師學會, 11103 .-- 67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80682-7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中國工程師學會 2.CST: 白皮
書 440.5064
專利實務設計寶典 / 魏廣炯作 .-- 新
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102 .-- 54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506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專利 2.CST: 智慧財產權
440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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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0 到 101 :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
/ 胡芝寧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
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財經企
管 ; BCB755) .-- ISBN 978-986-525450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 2.CST: 建築工程 3.CST:
臺北 441.404
花蓮縣歷史建築玉里信用舊址修復
與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/ 張義震,
陸俊元作 .-- 初版 .-- 花蓮市 : 花蓮縣
文化局, 11101 .-- 44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29-62-1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公共建築 2.CST: 歷史性建築
3.CST: 古蹟修護 4.CST: 花蓮縣玉里
鎮 441.41
雲林縣北港舊登記所修復再利用工
程委託工作報告書 / 張興傑計畫主
持 ; 蔡筱君共同主持 .-- 初版 .-- 雲林
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出版 : 雲林縣
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發行, 11101 .-- 437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508 (平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公共建築 2.CST: 歷史性建築
3.CST: 古蹟修護 4.CST: 雲林縣北港
鎮 441.41
雲林縣歷史建築舊東勢鄉公所辦公
廳舍及附屬倉庫修復及再利用計畫
暨細部規劃設計(含因應計畫)成果
報告書 / 黃棟群計畫主持 ; 孫仁鍵,
宋曉雯協同主持 .-- 第一版 .-- 雲林縣
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101 .-- 5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51-5 (平
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公共建築 2.CST: 歷史性建築
3.CST: 古蹟修護 4.CST: 雲林縣東勢
鄉 441.41

歷史建築東山牛肉崎警察官吏派出
所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 /
黃棟群計畫主持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
市 :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, 11101 .- 4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7-81-2 (平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公共建築 2.CST: 歷史性建築
3.CST: 古蹟修護 4.CST: 臺南市
441.41
千嘻年後論 / 卓妙如, 簡奕慈, 謝孟勳,
謝孟臻作 .-- 臺中市 : 逃亡計劃藝術
工作室, 11102 .-- 7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75-0-8 ( 平 裝 )
NT$666 普遍級
1.CST: 公共建築 2.CST: 建築物維修
3.CST: 文化資產 441.411
雲林縣縣定古蹟雲旭樓(原雲林國中
校舍)修復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/
黃棟群計畫主持 ; 孫仁鍵協同主持 .- 第一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
府, 11101 .-- 4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0-48-5 (平裝) NT$800 普
遍級
1.CST: 學校建築 2.CST: 古蹟修護
3.CST: 雲林縣 441.422
高雄市歷史建築舊打狗驛(北號誌樓)
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/ 徐明福計畫
主持 ; 蔡侑樺共同主持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.-- 48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75-9 (平
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公共建築 2.CST: 歷史性建築
3.CST: 古蹟修護 4.CST: 高雄市
441.45
雲林縣歷史建築台汽車站(原公路局
斗南站)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委託工作
報告書 / 黃毅誠建築師事務所製作 .- 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城鄉發
展處, 11103 .-- 2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0-54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公共建築 2.CST: 歷史性建築
3.CST: 古蹟修護 4.CST: 雲林縣斗南
鎮 441.452
世界最美住宅 格局規劃設計教科書
/ 中山繁信著 ; 沈俊傑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1-545-0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1.CST: 房屋建築 2.CST: 空間設計
3.CST: 室內設計 441.5

建築技術規則. 111 年版 .-- 臺北市 :
中華民 國全國 建築 師公會 出 版社,
11101 .-- 4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98-2-8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營建法規 2.CST: 建築物構造
441.51
建築技術規則. 111 年版, 總則編、建
築設計施工編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
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, 11101 .-- 311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98-35 (平裝) NT$120 普遍級
1.CST: 營建法規 2.CST: 建築物構造
441.51
建築與消防實務法規彙編 / 高士峯,
尹道鏹, 張庭熙, 呂憶婷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7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562-4 (平裝) NT$800 普
遍級
1.CST: 營建法規 2.CST: 消防法規
441.51
台灣營建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. 2021
/ 朱師右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
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102 .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859-3 (平裝) NT$10000 普遍級
1.CST: 營造業 2.CST: 資訊科技
3.CST: 產業發展 4.CST: 臺灣
441.529
台灣營造產業技術工短缺因應措施
探討 / 郭燿禎撰寫 .-- 臺北市 : 財團
法人中華民國營造業研究發展基金
會, 1110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68-0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營造業 2.CST: 人力資源管理
3.CST: 臺灣 441.529
裝潢建材基礎課 / 東販編輯部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23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建築材料 441.53
新北市歷史建築馬崗街 11、12 號民
宅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/ 王惠君計畫
主持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,
11101 .-- 24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2-96-3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遍
級
1.CST: 房屋建築 2.CST: 歷史性建築
3.CST: 古蹟修護 4.CST: 新北市貢寮
區 441.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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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建築照明技術年刊. 2022 年度 /
台灣建築照明學會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台灣建築照明學會 ; 民
111.01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3492-5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照明設備 2.CST: 建築節能
3.CST: 期刊 4.CST: 臺灣 441.6505
國道三號大甲溪橋地工織布保護工
法現地沖刷試驗及驗證 / 胡啟文, 賴
瑞應, 鄭登鍵, 黃宇謙, 莊凱迪, 劉文
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
研究所, 11103 .-- 29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1-381-4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橋樑工程 2.CST: 施工管理
441.8
感潮河段橋梁梁底檢測工具精進研
究 / 林晨光, 賴瑞應, 鄭登鍵, 黃維信,
葉隆吉, 賴躍仁, 黃瑋晟, 李奕鋐, 吳
宗翰, 胡啟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17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69-2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橋梁工程 441.8
透地雷達檢測道路孔洞方法之初步
探討 / 莊凱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17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83-8 (平
裝) NT$50 普遍級
1.CST: 道路工程 2.CST: 道路安全
442.1
軌道扣件缺失人工智慧辨識現地測
試及精進研究 / 謝禎冏, 賴瑞應, 謝幼
屏, 黃維信, 謝尚琳, 鄭登鍵, 徐倜雲,
杜宇豪, 賈漢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295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67-8 (平
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鐵軌 2.CST: 牢繫物 3.CST: 鐵
路工程 4.CST: 人工智慧 442.52
人氣列車 Best 177 / 廣田尚敬, 廣田
泉, 坂正博作 ; 林庭安翻譯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4 .-- 26 面; 17X17 公分 .-- (快
樂兒童系列 ; 3) .-- ISBN 978-986-461280-2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鐵路車輛 2.CST: 通俗作品
3.SHTB: 交通--3-6 歲幼兒讀物
442.62
高鐵漫談 / 周晶晶, 康仁偉, 高鵬飛
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龍 時 代 ,

11101 .-- 252 面; 23 公分 .-- (科技館 ;
EST017) .-- ISBN 978-626-95265-5-0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高速鐵路 2.CST: 交通建設
3.CST: 運輸系統 4.CST: 中國
442.83
港區工程基本資料庫移轉建置研究 /
張道光, 羅建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13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80-7 (平
裝) NT$150 普遍級
1.CST: 港埠工程 2.CST: 地理資訊系
統 3.CST: 港埠資訊查詢系統 443.2
港灣環境資訊系統維護與功能提升.
110 年 / 林騰威, 林雅雯, 劉清松, 張
永葵, 林珂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307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76-0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港埠管理 2.CST: 港埠資訊查
詢系統 443.2
臺中港靜穩度水工試驗暨波浪數值
水槽之初步探討 / 李政達, 林受勳, 李
江澤, 陳天時, 李俊穎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25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387-6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港埠工程 2.CST: 水利工程
443.2
臺北港鄰近海域歷年地形變遷特性
分析 / 洪維屏, 李俊穎, 羅冠顯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103 .-- 2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82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海岸 2.CST: 流沙 3.CST: 數值
分析 443.3
斗六堰魚道功能監測及水域生態監
測成果報告. 110 年度 = Research on
the 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fishway in
Dou-Liou Weir 2021 / 巨廷工程顧問股
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, 11102 .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74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河川工程 2.CST: 環境監測
443.6
集集攔河堰監測及安全檢查環境生
態 監 測 成 果 報 告 . 110 年 度 =
Monitoring and security examination of
Ji-Ji weir for environmental and
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port in 2021 /

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
水資源局, 11102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3-275-4 (平裝附光
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河川工程 2.CST: 自然保育
3.CST: 環境監測 443.6
主要商港波流觀測與特性分析. 110
年 / 羅冠顯, 林達遠, 李俊穎, 衛紀淮,
劉明鑫, 曹勝傑, 陳子健, 陳孟宏, 張
維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
輸研究所, 11103 .-- 315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1-379-1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氣象 2.CST: 港埠
444.94
主要商港風潮觀測與特性分析. 110
年 / 衛紀淮, 廖慶堂, 李俊穎, 張維庭,
陳子健, 陳孟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25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86-9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氣象 2.CST: 港埠
444.94
海氣象自動化預報模擬系統作業化
校修與維運. 110 年 / 劉正琪, 林雅雯,
傅怡釧, 李兆芳, 謝佳紘, 江朕榮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103 .-- 4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62-3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氣象 444.94
馬祖港域能見度探討之研究. (1/2) :
環境因子特性分析 / 許義宏, 林達遠,
李政達, 陳子健, 李俊穎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 2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371-5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氣象 444.94
應用智慧監測進行海象數值同化研
究. (1/4) : 臺中港監測資料智慧檢核
及補遺 / 陳冠宇, 林雅雯, 蔡世璿, 劉
俊志, 張育嘉, 陳人玉, 林珂如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103 .-- 5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77-7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氣象 2.CST: 數值分析
3.CST: 港埠資訊查詢系統 444.94
應用雷達技術於海象觀測作業化之
校修與維運 / 錢樺, 李俊穎, 林受勳,
陶瑞全, 魏世聰, 李政達著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188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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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68-5 (平
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海洋氣象 2.CST: 航海設備
3.CST: 雷達 444.94
機構學 / 范憶華, 范振朝, 陳聰嘉, 陳
志文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
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0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310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機構學 446.01
機電產品智慧化裝配技術 / 陳繼文,
楊紅娟, 張進生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126-7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機械製造 2.CST: 人工智慧
446.89
電動汽車主動安全駕駛系統 / 田彥
濤, 廉宇峰, 王曉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2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116-8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汽車工程 2.CST: 電動汽車
3.CST: 安全設備 447.1
人氣車輛 Best 88 / Group.Columbus 作 ;
林庭安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
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26 面;
17X17 公分 .-- (快樂兒童系列 ; 4) .-ISBN 978-986-461-281-9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車輛 2.CST: 運輸工具
3.SHTB: 交通--3-6 歲幼兒讀物
447.18
工作車祕密大圖鑑 : 有趣知識大探
索! / 講談社編輯部作 ; 林庭安翻譯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4 .-- 42 面; 15X15 公分 .- (快樂兒童系列 ; 5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461-282-6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車輛 2.SHTB: 交通--3-6 歲幼
兒讀物 447.18
工作車輛 300+ : 活力滿滿超級觀察
繪本 / 講談社編輯部作 ; 彭智敏翻
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 (快樂兒童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86461-279-6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
1.CST: 車輛 2.SHTB: 交通--0-3 歲幼
兒讀物 447.18
多旋翼無人機系統與應用 / 彭誠, 白
越, 田彥濤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72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106-9 (平裝) NT$760 普遍級
1.CST: 飛行器 2.CST: 遙控飛機
447.7
微感測系統與應用 / 劉會聰, 馮躍, 孫
立寧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
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2-765-3 (平
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電機工程 448
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
解析. 2022 版 / 王惠玲, 許文昌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106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力工程 2.CST: 電子工程
3.CST: 電動機 448
電工法規 / 曾相彬, 曾令曄, 洪志育,
張夢麟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
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810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電機工程 2.CST: 法規
448.023
波浪能發電裝置設計和製造 / 劉延
俊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08-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發電系統 2.CST: 波動 3.CST:
能源技術 448.166
乙級太陽光電設置術科實作與學科
解析 / 蔡桂蓉, 宓哲民編著 .-- 三版 .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53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太陽能發電 2.CST: 發電系統
448.167
微電子學 / Adel S. Sedra, Kenneth C.
Smith 作 ; 曹恆偉, 林浩雄, 呂學士, 郭
建宏譯 .-- 八版 .-- 新北市 : 滄海圖書
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636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0-6-7 (上
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微電子學 448.6

電子學(基礎概念) / 林奎至, 阮弼群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5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71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電子工程 2.CST: 電子學
448.6
應用電子學 / 楊善國編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78-6 (精裝) NT$540 普遍級
1.CST: 電子工程 2.CST: 電路 448.6
高頻電路分析與設計 / 賈志靜編著 .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52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路 2.CST: 設計 448.62
電腦輔助電子電路設計 : 使用 Spice
與 OrCAD PSpice / 鄭群星編著 .-- 五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6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57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路 2.CST: 電腦輔助設計
3.CST: SPICE(電腦程式) 4.CST:
PSPICE(電腦程式) 448.62029
1000 億設備互聯時代 : 嵌入式物聯
網動手開發指南 / 連志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5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6-80-5 (平裝) NT$880 普
遍級
1.CST: 物聯網 2.CST: 網路產業
448.7
通訊系統原理 / 李肇嚴編著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51-9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通訊工程 448.7
最後一哩路 2.0 : 電信線路工程 / 劉
時淼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劉時淼,
11103 .-- 7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51-8 (平裝) NT$1310 普遍級
1.CST: 通信工程 448.7
(國民營事業)自動控制 重點統整+高
分題庫 / 翔霖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908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自動控制 448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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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溫度控制器網路化應用開發. 錶
頭 自 動 化 篇 = Apply a digital PID
controller:FY900
to internet-based
automation-control(industry 4.0 series) /
曹永忠, 施明昌, 張峻瑋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12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92-5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自動控制 2.CST: 溫度 448.9
網路化分散式系統預測控制 / 李少
遠, 鄭毅, 薛斌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27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118-2 (平裝) NT$540 普
遍級
1.CST: 自動控制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448.9
工業流程控制系統開發(流程雲端化
- 自 動 化 條 碼 掃 描 驗 收 ) = Using
automatic barcode reader to production
acceptance to adopt the product-flow into
clouding platform(industry 4.0 series) /
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38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87-1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自動控制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448.9029
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. RS485 串列
埠篇 = An introduction to using RS485
to control the relay device based on
internet of thing(industry 4.0 series) / 曹
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89-5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自動控制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448.9029
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. 手機 APP 控
制 篇 = An APP to control the relay
device
based
on
automatic
control(Industry 4.0 series) / 曹永忠, 許
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38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90-1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自動控制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448.9029

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. 網路轉串列
埠篇 = An introduction to modbus TCP
to RS485 gateway to control the relay
device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(industry
4.0 series) 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2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91-8 (平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自動控制 2.CST: 電腦程式設
計 448.9029
海洋智慧裝備液壓技術 / 劉延俊, 薛
剛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0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11-3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液壓控制 2.CST: 海洋工程
448.917
工業機器人整合系統與模組化 / 李
慧, 馬正先, 馬辰碩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104-5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2.CST: 系統設計
448.992
服務機器人系統設計 / 陳萬米主編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18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107-6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2.CST: 系統設計
448.992
特種機器人技術 / 郭彤穎, 張輝, 朱林
倉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2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12-0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448.992
焊接機器人技術 / 陳茂愛, 任文建, 閆
建新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6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114-4 (平裝) NT$54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448.992
撲翼飛行機器人系統設計 / 賀威, 孫
長銀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0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21-2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
1.CST: 機器人 2.CST: 系統設計
448.992
機器人力觸覺感知技術 / 梁橋康, 徐
菲, 王耀南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0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127-4 (平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2.CST: 系統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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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96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128-1 ( 平 裝 )
NT$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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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6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30-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448.992
Scratch3.0(mBlock5)程式設計 : 使用
mBot 2 金屬積木機器人 / 李春雄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407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機器人 2.CST: 電腦程式設計
448.992029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
環教扎根 30 年 : 新世代環境教育續
航未來 = Thirty years of environment
education rising : new-generation
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ailing to the
future / 中 華 民 國 環 境 教 育 學 會 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103 .-- 10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6-28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環境教育 2.CST: 永續發展
445.9
公職考試講重點(空氣污染防制及噪
音管制) / 何明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046-6 (平裝) NT$620 普遍級
1.CST: 空氣汙染 2.CST: 噪音防制
445.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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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碳中和投資新趨勢與策略 / 元
大投信團隊策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經濟日報, 11103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 (投資理財 ; 50) .-- ISBN 978-98606879-5-8 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1.CST: 環境保護 2.CST: 能源政策
445.99

礦冶
金屬粉床雷射光增材製造技術 / 魏
青松等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110-6 (平裝) NT$540 普遍級
1.CST: 粉末冶金 454.9

應用化學；化工
大地之華 : 臺灣天然染色事典 / 陳景
林, 馬毓秀著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纖維
工藝博物館, 11103 .-- 2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72-1 (上冊:
精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染色 2.CST: 染色技術 3.CST:
染料作物 465.2
大地之華 : 臺灣天然染色事典 / 陳景
林, 馬毓秀著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纖維
工藝博物館, 11103 .-- 2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74-5 (下冊:
精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染色 2.CST: 染色技術 3.CST:
染料作物 465.2
化妝品化學 = Cosmetic chemistry / 易
光輝, 歐明秋, 徐照程, 王曉芬編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4-636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化粧品 466.7
化粧品微生物學 / 吳文童, 徐瑞蓮, 鄭
智交, 孫豫蘋, 陳振興合著 .-- 三版 .-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49-1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化粧品 2.CST: 微生物技術
3.CST: 化粧品檢驗 466.7

製造
複雜製造系統的可重構計劃與調度 /
喬非, 吳瑩, 馬玉敏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2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124-3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製造業 2.CST: 生產管理
470
Ameba 8710 Wifi 氣氛燈硬體開發. 智
慧 家 庭 篇 = Using Ameba 8710 to
develop a wifi-controled hue light
bulb(smart home serise) / 曹永忠, 許智
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12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64-2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meba 氣氛燈程式開發. 智慧家庭篇
= Using Ameba to develop a hue light
bulb(smart home) / 曹永忠等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94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65-9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meba 程式教學. MQ 氣體模組篇 =
Ameba RTL8195AM programming(MQ
GAS modules) 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
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8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66-6 (平裝) NT$24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meba 程式設計. 物聯網基礎篇 = An
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 by using
Ameba RTL8195AM / 曹永忠等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38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67-3 (平
裝) NT$26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meba 程式設計. 基礎篇 = Ameba
RTL8195AM IOT programming(basic
concept & tricks) / 曹永忠, 吳佳駿, 許
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48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68-0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
Arduino EM-RFID 門禁管制機設計 =
The design of an entry access control
device based on EM-RFID card / 曹永忠,
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40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69-7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RFID 門禁管制機設計 = The
design of an entry access control device
based on RFID technology / 曹永忠, 許
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66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70-3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手機互動程式設計基礎篇 =
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the interactive
games with mobile phone via the
bluetooth 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59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72-7 (平裝) NT$72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步進馬達控制 = The stepper
motors controller practices by Arduino
technology 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510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73-4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程式教學. RFID 模組篇 =
Arduino programming(RFID sensors kit)
/ 曹永忠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668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74-1 (平裝) NT$82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程式教學. 入門篇 = Arduino
programming(basic skills & tricks) / 曹
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4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38

- ISBN 978-626-332-075-8 ( 平 裝 )
NT$49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程 式 教 學 . 基 本 語 法 篇 =
Arduino programming(language &
syntax) 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76-5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程 式 教 學 . 常 用 模 組 篇 =
Arduino programming(37 modules) / 曹
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434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77-2 ( 平 裝 )
NT$54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程式教學. 溫溼度模組篇 =
Arduino programming(temperature &
humidity modules) / 曹永忠, 許智誠,
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54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78-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程 式 教 學 . 語 音 模 組 篇 =
Arduino programming(voice modules) /
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90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79-6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程 式 教 學 . 顯 示 模 組 篇 =
Arduino programming(display modules)
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490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80-2 (平裝)
NT$62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程 式 設 計 教 學 . 技 巧 篇 =
Arduino programming(writing style &

skills) / 曹永忠, 郭晋魁, 吳佳駿, 許智
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54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81-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Arduino 雙軸直流馬達控制 = Two
axis DC-motors control based on the
printer by Arduino technology / 曹永忠,
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15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71-0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ESP32 程式設計. 物聯網基礎篇 =
ESP32
IOT
programming(an
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) / 曹永
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, 鄭昊緣, 張程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83-3 (平
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微處理機 2.CST: 物聯網
471.516
ESP32 程式設計. 基礎篇 = ESP32 IOT
programming(basic concept & tricks) /
曹永忠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84-0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微處理機 471.516
Micro:Bit 電子板教學應用 / 周保男,
吳堃榮著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國立屏
東科技大學智慧媒材研創中心,
11101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060-8-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設計
3.CST: 電腦教育 471.516
Pieceduino 氣氛燈程式開發. 智慧家
庭篇 = Using Pieceduino to develop a
wifi-controled hue light bulb(smart home
serise) 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30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85-7 (平
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
Wifi 氣氛燈程式開發. ESP32 篇 =
Using ESP32 to develop a WIFIcontroled hue light bulb(smart home
series) / 曹永忠, 楊志忠, 許智誠, 蔡英
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50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86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風向、風速、溫溼度整合系統開發
(氣象物聯網) = A tiny prototyping web
system
for
weather
monitoring
system(IOT for weather) / 曹永忠, 黃朝
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93-2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高溫控制系統開發(改造咖啡豆烘烤
機 為 例 ) = A development of hightemperature controller(a case of coffee
roaster modified from roaster) / 曹永忠,
郭耀文, 楊志忠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94-9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溫溼度裝置與行動應用開發. 智慧家
居 篇 = A temperature & humidity
monitoring device and mobile APPs
develop-ment(smart home series) / 曹永
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56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97-0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整合地理資訊技術之物聯網系統開
發. 基礎入門篇 = An introduction to the
system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
integrated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
technology / 曹永忠, 許智誠, 蔡英德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99-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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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3.CST: 電腦程式設計 471.516
整合風向、風速、溫溼度於環控平
台(氣象物聯網) = To integrate the wind
& wind-speed & temperature and
humidity sensors to environment monitor
system (IOT for weather) / 曹永忠, 黃
朝恭, 謝宏欽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82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100-7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藍芽氣氛燈程式開發. 智慧家庭篇 =
Using Nano to develop a Bluetoothcontrol hue light bulb(smart home series)
/ 曹永忠, 吳佳駿, 許智誠, 蔡英德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101-4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微電腦 2.CST: 電腦程式語言
471.516
乙級裝潢木工技術士術科解題攻略 /
洪國清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詹氏書
局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05-634-4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木工 2.CST: 考試指南 474
印 前製 程乙級 檢定 術科應檢 寶典 .
2022 版 /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4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71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印刷術 2.CST: 問題集
477.022
新時代乙級印前製程術科必勝秘笈 /
A/P Design Studio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409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印刷術 2.CST: 問題集
477.022
聚合物 3D 列印與 3D 影印技術 / 楊
衛民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4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120-5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印刷術 477.7

循絲 : 臺灣蠶絲材料工藝探索 / 林宜
鄉, 呂宗翰, 陳沛穎, 林希羽作 .-- 初
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
研究發展中心, 11012 .-- 8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53-4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纖維工業 2.CST: 蠶絲 3.CST:
技術發展 478
手作神人的謎樣生物原型特輯 / め
ーちっさい作 ; 邱心柔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103 .- 143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756-4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玩具 2.CST: 模型 479.8

商業；各種營業
餐飲創業成本控制與管理 / 鄭凱文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610-2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餐飲管理 2.CST: 成本控制
3.CST: 創業 483.8
汽車行銷與服務 / 鄒紹騰, 游福裕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403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汽車業 2.CST: 行銷管理
3.CST: 顧客服務 484.3
*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契機
與挑戰 / 王正健, 蒙以亨, 吳榮煌, 鄭
聖慶, 王自雄, 鄭榮和作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中技社, 11012 .-- 16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8-5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汽車業 2.CST: 電動車 3.CST:
通訊網路 4.CST: 產業發展 5.CST: 臺
灣 484.3
資訊通訊技術與智慧製造 / 馬楠, 黃
育偵, 秦曉琦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190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115-1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無線電通訊業 2.CST: 通訊產
業 3.CST: 產業發展 4.CST: 中國
484.6
圖解 IoT : 物聯網的開發技術與原理
/ 坂東大輔原著 ; 衛宮紘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4-073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物聯網 2.CST: 網路產業
3.CST: 技術發展 484.6
台灣製造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. 2021
/ 朱師右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
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102 .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855-5 (平裝) NT$10000 普遍級
1.CST: 製造業 2.CST: 資訊科技
3.CST: 產業發展 4.CST: 臺灣 487
醫療機器人技術 / 姜金剛, 張永德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技
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54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592766-0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醫療用品 2.CST: 醫療器材業
3.CST: 機器人 487.1
堅持的力量 = The power of persistence
/ 陳柔蓁, 黃博雄, 羅忠豪, 陳芸, 李欣
錞, 褚紫縈, 林美秀, 蕭玉梅編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社團法人台灣產業用
紡織品協會, 11101 .-- 168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864-2-3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紡織業 2.CST: 產業發展
3.CST: 臺灣 488.0933

1.CST: 旅館業管理 2.CST: 考試指南
489.2
餐旅管理概論 / John R. Walker 著 ; 鄭
建瑋譯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35-5-0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餐旅管理 2.CST: 餐旅業
489.2
好藝術,如何好? : 先聊藝術再數鈔票
/ 李博文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創意家 ; 41) .-- ISBN 978-957-658756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市場 2.CST: 藝術品
3.CST: 投資 489.7
從零開始打造月經平權 : 從使用者
到創業家,台灣第一本生理用品發展
紀錄 / 谷慕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catch ; 279) .-ISBN 978-626-7118-02-3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日用品業 2.CST: 產品設計
3.CST: 月經 489.81

商學

CPC 領導與變革 : 寧靜變革 跨越 20
傳承永續 = CPC leading and changing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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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0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254-96-3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CST: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
2.CST: 企管顧問業 489.17

朝貢、海禁、互市 : 近世東亞五百
年的跨國貿易真相 / 岩井茂樹著 ; 廖
怡錚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103 .-- 5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3-98-0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1.CST: 商業史 2.CST: 經濟史 3.CST:
東亞 490.9

CHM 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. 2022 :
銀階認證試題指南 / 井柏紳, 方翠華,
丘彪, 朱立仁, 吳文傑, 吳奕德, 吳銘
祥, 李金桔, 李東穎, 林超, 洪佳增, 洪
明堂, 徐明輝, 涂榮宗, 高子玄, 高任
首, 高瑤光, 崔宏光, 崔震雄, 張佳玄,
張明琛, 張心盈, 梁博凱, 許智強, 陳
子洋, 陳宇琦, 陳志高, 陳柏蒼, 陳善
珮, 陳曉青, 陳芳華, 陳德合, 陸積偉,
舒程, 紀維綺, 楊文宇, 廖信華, 熊亮
杰, 鄭雅馨, 鄭雋孜, 簡佩平, 盧碧蓮
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49-6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
現代商用英文 : 書信與應用 / 廖敏齡,
陳永文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
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809-5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商業書信 2.CST: 商業英文
3.CST: 商業應用文 493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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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學概要 / 杜榮瑞, 薛富井, 蔡彥卿,
林修葳著 .-- 7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6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90-2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會計學 495.1

圖解財務報表分析 / 馬嘉應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4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39-6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財務報表 2.CST: 財務分析
495.47
餐旅業會計 : 深入淺出理解會計,輕
鬆學習會計實務 : Hospitality business
accounting / 鄭佳欣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
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4 .-- 2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784-951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餐旅業 2.CST: 管理會計
495.59
*成本與管理會計學新論 = Cost and
management accounting / 李宗黎, 林蕙
真著 .-- 第八版 .-- 臺北市 : 証業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740 面; 26 公
分 .-- (正業會審專業叢書 ; 第 4 號) .- ISBN 978-986-99077-8-1 (下冊:平裝)
NT$700 普遍級
1.CST: 成本會計 2.CST: 管理會計
495.71
專 家 機 密 / 羅 素 . 布 朗 森 (Russell
Brunson)著 ; 李靜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12-1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網路行銷 2.CST: 電子商務
3.CST: 行銷策略 496
集客瘋潮!Facebook+Instagram 超強雙
效社群行銷術 / 鄭苑鳳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3-011-5 (平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網路行銷 2.CST: 網路社群
496
雙定位 : 中國新經濟下的企業轉型
危機 / 韓志輝, 雍雅君著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54-3 ( 平 裝 )
NT$299 普遍級
1.CST: 品牌 2.CST: 品牌行銷 3.CST:
企業經營 496.14
只賣我想要的 : 不打廣告、不做市
場行銷,也能創造好業績! / 野崎亙著 ;
連雪雅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32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92-3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市場分析 2.CST: 營銷管理
496.3
疫後大商機 / 原田曜平, 小祝譽士夫
著 ; 楊孟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80) .- ISBN 978-986-507-723-5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產業發展 2.CST: 市場分析
496.3
其實你可以再賣貴一點 : 打破 CP 值
迷思,放大商品獨特價值,讓顧客乖乖
掏錢買單 / 金裕鎭著 ; 張雅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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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; 80) .-- ISBN 978-626-708919-4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價格策略 496.6
物流斷鏈 : 疫情下的課題與對策 : 物
流與航運整合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=
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logistics and
shipp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/ 陳韜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市
港合一協會, 11103 .-- 15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606-3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物流管理 2.CST: 供應鏈管理
3.CST: 文集 496.807
地表最強文案公式 : 社群小編的最
愛、千萬粉絲都吃這一套! / 汪豪, 尹
雨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7-183-8 ( 平 裝 )
NT$349 普遍級
1.CST: 廣告文案 2.CST: 廣告寫作
497.5
解迷因 MEMEsight : 中國文化大學廣
告 學 系 第 33 屆 畢 業 特 刊 =
MEMEsight :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
33rd Annual Advertising Graduation
special issue / 張博竣執行編輯 .-- 臺
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
院廣告學系, 11103 .-- 176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402-3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廣告作品 2.CST: 廣告文案
497.9
不能去日本也沒關係! : 偽出國島內
SHOPPING,讓你把百樣商品帶回家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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禾白小三撇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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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(愛生活 ; 63) .-- ISBN
978-626-95743-0-8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商店 2.CST: 購物指南 3.CST:
臺灣 498.2
台灣批發零售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.
2021 / 朱師右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資訊工 業策進 會產 業情報 研究所 ,
11102 .-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81-858-6 (平裝) NT$10000 普遍
級
1.CST: 零售業 2.CST: 資訊科技
3.CST: 產業發展 4.CST: 臺灣 498.2
五顏六色的市場 / 李俐慧文 ; 蔡順如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沐風文化出版
有限公司出版 ; 臺中市 : 東海大學人
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發行, 11102 .- 40 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97606-7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市場 2.CST: 攤販 3.CST: 繪本
498.7
妹妹的重量 / 高禎臨文 ; 蕭蕙君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沐風文化出版有限
公司出版 ; 臺中市 : 東海大學人文創
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發行, 11102 .-- 40
面; 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97606-9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市場 2.CST: 度量衡 3.CST: 繪
本 498.7
看刀 / 蔡奇璋文 ; Nicole Tsai 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
司出版 ; 臺中市 : 東海大學人文創新
與社會實踐計畫發行, 11102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97606-8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市場 2.CST: 刀 3.CST: 繪本
498.7

企業管理
元宇宙時代 全球經濟新霸主 / 山本
康正著 ; 尤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8-136-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企業預測
3.CST: 創業投資 494

社畜的創業自由計劃 : 麥肯錫的 7S
模型教你賺錢的經營法則 / 馬俊杰
著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 85) .- ISBN 978-986-5564-82-7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經營 2.CST: 企業管理
3.CST: 中小企業 494
時基競爭 : 快商務如何重塑全球市
場 / 喬治.史托克(George Stalk, Jr.), 湯
瑪斯.郝特(Thomas M. Hout)著 ; 李田
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3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175) .- ISBN 978-626-95747-1-1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商品運輸
3.CST: 時間管理 494
專案管理 : 玩一場從不確定到確定
的遊戲 / 郝旭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
刊, 11103 .-- 208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9-11-7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專案管理 494
敏捷開發新手訓練營 : 23 場開發現
場的實戰演練 / 西村直人, 永瀨美穗,
吉羽龍太郎著 ; 游子賢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4-088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專案管理 2.CST: 軟體研發
3.CST: 電腦程式設計 494
遠距工作革命 : 哈佛商學院教授教
你,在哪辦公都高效的創新方法 / 采
黛爾.尼利(Tsedal Neeley)作 ; 聞翊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FUTURE 系列 ; 11) .-- ISBN 978626-7014-38-7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電子辦公室
3.CST: 工作效率 494
轉危為安 : 管理十四要點的實踐 / 愛
德華.戴明(W. Edwards Deming)著 ; 鍾
漢清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
社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2 .-- 608 面; 21 公分 .-- (經營管
理 ; 126) .-- ISBN 978-626-95747-0-4
(平裝) NT$750 普遍級
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品質管理
494
非典型經營者 / 威廉.索恩戴克
(William N. Thorndike, Jr.)作 ; 嚴慧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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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3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3-84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者 2.CST: 企業經營
3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099
一人創業強化攻略 / 天田幸宏著 ; 游
韻馨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星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102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- (財經商管
Biz ; 16) .-- ISBN 978-986-06103-8-3
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創業 2.CST: 管理策略 494.1
全方位.2030 企業永續指南 : 瞄準商
業趨勢、ESG 企業投資、優化組織、
綠色供應鏈......一步到位 / 田瀨和夫,
永續發展事務所(SDG Partners)合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商業周刊, 11103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-10-0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經營 2.CST: 永續發展
494.1
百萬創業夢 在地原鄉心 夢想的執行
者 : 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-輔
導精實創業成果專刊. 110 年度 / 財
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譯 .-- 新北
市 : 原住民族委員會, 11102 .-- 14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5-60-8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創業 2.CST: 臺灣原住民族
3.CST: 個案研究 494.1
商業生態系建構與創價(轉型創新 X
事業成長)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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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16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254-94-9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經營 2.CST: 商業管理
494.1
創新的兩難 / 克雷頓. 克里斯汀生
(Clayton M. Christensen) 著 ; 吳凱琳
譯 .-- 三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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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04 面;
21 公 分 .-- (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;
BW0076Y) .-- 20 周年傳世經典版 .-42

ISBN 978-626-318-161-8 ( 精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組織管理
3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1
量子哲學引領企業成功 / 克里斯恬.
布蘭德(Christiane Brand), 羅伯.諾利
姆.迪赫(Robert Noriam Diehl), 卡斯滕.
穆勒(Carsten Müller)原著 ; 優善時空
波 U-SUN 譯 .-- 臺北市 : 優善時空波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95385-1-0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95385-2-7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95385-3-4 (全
套:平裝) 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管理 2.CST: 量子力學
494.1
圖解作業研究 / 趙元和, 趙英宏, 趙敏
希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48-8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作業研究 494.19
ADKAR : 一個應用在企業、政府與
我們社群的變革模型 : 如何在我們
個人生活及職業生涯中成功的實施
變革 / 傑夫海亞特(Jeffrey M. Hiatt)作 ;
高裕翔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華茂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3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69-0-6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組織變遷 2.CST: 組織管理
3.CST: 領導 494.2
交辦的態度(復刻版) : 為什麼好的指
令可讓「團隊奮起」,而一句批評卻
讓部屬們「沉默不語」? / 吉田幸弘
作 ; 林佑純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
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79-7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領導者 2.CST: 企業領導
3.CST: 組織管理 494.2
老闆當你心腹,部屬一路跟隨的「主
管假面思維」 : 別鬧了!工作就是為
了拿高薪、升職快,絕不是來當爛好
人、被喜歡 / 安藤廣大著 ; 羅淑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71-4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領導 2.CST: 企業領導 3.CST:
職場成功法 494.2

商業模式轉型 : 價值創新的六大途
徑 / 派翠克.范德皮爾(Patrick Van Der
Pijl), 賈斯汀.羅奇茲(Justin Lokitz), 羅
蘭.凡能(Roland Wijnen)合著 ; 劉復苓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24 公
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49) .-- ISBN 978986-398-744-4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企業組織 2.CST: 企業策略
3.CST: 組織理論 494.2
線上即戰場!突破時代困境的遠距溝
通術 : 內容設計、說話技巧......專業
講師教你發揮實力不受限! / 藤咲德
朗著 ; 李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24-9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溝通技巧 2.CST: 人際傳播
3.CST: 數位學習 4.CST: 視訊系統
494.2
閒人出租 : 我的工作是什麼都不做! /
出租閒人著 ; 姜柏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
列 ; 94) .-- ISBN 978-986-507-719-8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人力資源 494.3
GaryVee 的情商槓桿 : 網路行銷大神
教你工作和生活都成功的 12 又 1/2
個 祕 密 / 蓋 瑞 . 范 納 洽 (Gary
Vaynerchuk)作 ; 甘鎮隴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涯智
庫 ; 201) .-- ISBN 978-986-175-662-2
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情緒管理
494.35
工作焦慮 : 這個世代的上班族七成
心裡都有病,解決壓力與倦怠的 8 個
方 法 / 艾 德 里 安 . 高 斯 蒂 克 (Adrian
Gostick), 切斯特.艾爾頓(Chester Elton)
著 ; 曾琳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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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(RI ; 354) .-- ISBN 978-986-506-345-0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企業領導
3.CST: 組織管理 494.35
日本第一女公關的人際溝通術 : 不
靠靈巧也能創造億萬業績的秘密 /
ENRIKE(小川愛莉)著 ; 黃詩婷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

司, 11104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圓神
文叢 ; 311) .-- ISBN 978-986-133-817-0
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人際傳播
3.CST: 說話藝術 494.35
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(句點。)
/ 垃圾人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92
面; 13X15 公分 .-- (Graphic times ; 331) .-- ISBN 978-986-384-679-6 (平裝簽
名版) NT$377 普遍級
1.CST: 職場 2.CST: 職場成功法
494.35
要主動不要聲控,避免成為「按鈕型」
員工! : 愛找藉口、自以為是、整天
裝忙......你是同事眼中的雷隊友嗎? /
蔡賢隆, 楊林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10
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626-332-042-0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35
普通人的財富自由之道 : 從思維到
方法,一人創業大神帶你打造致富腦
/ 約翰.李.杜馬斯(John Lee Dumas)著 ;
梵妮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24-5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創業
494.35
精準提問 : 找到問題解方,培養創意
思維、發揮專業影響力的 16 個提問
心法 / 洪震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9-591-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溝通技巧
494.35
德國人沒那麼愛工作 : 態度嚴謹,但
不求完美 : 德國人每年休假五至六
週、經常準時下班與家人吃晚餐,他
們高效率的祕訣是什麼? / 隅田貫著 ;
黃立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Biz ; 391) .-- ISBN 978-626-712300-3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工作效率
3.CST: 德國 494.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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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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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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57-13-9943-0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人際關係
494.35
職場暗流 : 黑色潛規則 / 楊惠中著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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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957-13-9980-5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2.CST: 生活指導
494.35
職場賽局 : 踏入職場的第一天起,你
就已經入了賽局 / 吳載昶, 李高鵬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8 面; 23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62-8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職場成功法 494.35
塗鴉吧!用視覺模板翻轉人生 : 7 種框
架 x4 個步驟,考試學習、職場表達、
時間管理全搞定 / 邱奕霖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圓神文
叢 ; 310) .-- ISBN 978-986-133-814-9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筆記法 2.CST: 圖表 3.CST: 成
功法 494.4
會展產業管理 / 李培銘, 陳翰紳, 魏映
雪, 林彩蕙, 蔡顯榮, 林佳蓉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45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會議管理 2.CST: 展覽 494.4
圖解生產與作業管理 / 歐宗殷, 蔡文
隆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52-5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生產管理 494.5
數位精實管理推動手冊 / 財團法人
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,
11101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254-95-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生產管理 2.CST: 企業管理
3.CST: 數位科技 494.5
工業過程執行狀態智慧監控 : 資料
驅動方法 / 趙春暉, 王福利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3 .-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103-8 (平裝)
NT$440 普遍級
1.CST: 生產自動化 2.CST: 自動控制
3.CST: 統計分析 494.59
共感簡報 : 改變自己、也改變他人
的視覺傳達與溝通技巧 / 三輪開人
著 ; 李璦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職學堂) .-- ISBN 978-95714-7379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簡報 2.CST: 說話藝術 494.6
揭密 PPT 真相 : 600 個好用 PPT 素材
的原理與應用 / 仝德志(布衣公子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1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33-015-3 ( 平 裝 )
NT$590 普遍級
1.CST: 簡報 494.6
視覺資訊的溝通藝術 / Alberto Cairo
著 ; 涂瑋瑛, 李偉誠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5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2-706-2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圖表 2.CST: 視覺設計 494.6
財 務 管 理 原 理 = Fundamentals of
corporate finance / 謝劍平著 .-- 九版 .- 臺北市 : 謝劍平出版 : 元照出版有
限公司總經銷, 11102 .-- 480 面; 26 公
分 .-- (智勝經管系列) .-- ISBN 978957-43-9691-7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財務管理 494.7

社會科學類
總論
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人文暨
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專輯. 第十
六輯 / 吳治愷, 陳惠女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
學, 11101 .-- 61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2-80-7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
遍級
1.CST: 社會科學 2.CST: 人文學
3.CST: 文集 507
歐洲中心主義與社會科學 / 謝宏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602-7 (平裝)
NT$520 普遍級

1.CST: 社會科學 2.CST: 文集

507

統計
統計學 : 原理與應用 / 邱皓政, 林碧
芳合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59-4 (平
裝) NT$680 普遍級
1.CST: 統計學 510

教育

版 .-- 臺北市 : 蘇鈺楠, 11101 .-- 149
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310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教育 2.CST: 文集
520.933
沒有資優班 : 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
教育 / 陳之華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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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4-119-3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教育 2.CST: 文集 3.CST: 芬蘭
520.9476

深度學習 : 參與世界改變世界 /
Michael Fullan, Joanne Quinn, Joanne
McEachen 著 ; 陳佩英, 江惠真, 劉葳
蕤, 李壹明, 林容秀, 徐采晨, 曾瀅芮
翻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國立臺灣
師範大學出版中心, 11101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24-78-1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教育改革 2.CST: 教育計畫
520

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菁英博雅教育 :
為什麼菁英要學博雅教育?歐洲是怎
麼發展成今天這樣?古代的哲人都思
考些什麼? / 中村聰一作 ; 李友君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Think ;
231) .-- ISBN 978-626-7041-97-0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通才教育 2.CST: 古希臘哲學
3.CST: 高等教育 4.CST: 美國
520.952

陶行知實驗主義教育哲學思想在近
代中國的實踐研究 / 周俊良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7-183-6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1.CST: 陶行知 2.CST: 教育哲學
3.CST: 學術思想 520.11

(高普考)名師壓箱秘笈 : 教育測驗與
統計(含概要) / 舒懷編著 .-- 第八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911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教育測驗 2.CST: 教育統計
521.3

教育社會學 / 周新富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81-5 (平裝) NT$590 普遍級
1.CST: 教育社會學 520.16
教 育 的 新 希 望 = New hope for
education / 吳清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32
面; 23 公分 .-- (高等教育系列) .-ISBN 978-957-511-676-7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教育 2.CST: 文集 520.7
在家自學這樣學 / 黃淑貞作 .-- 初
版 .-- 臺東縣臺東市 : 黃淑貞(臺東縣),
11101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52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灣教育 2.CST: 自學 3.CST:
教學設計 520.933
被討厭的教育 : 和教育學教授談談
臺灣教育的現況吧! / 蘇鈺楠作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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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人小孩都想上的遊戲課 : 12 位教
育者的遊戲化教育與教學指南 / 薛
怡珍, 林容瑩, 李淑靜, 王漢君, 林鉞,
劉力君, 蔣若葳, 葉采旻, 雷宏莉, 江
孝昇, 黃昱仁, 何采諭作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中華民國遊戲教育協會,
11102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420-1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教學法 2.CST: 教學設計
3.CST: 教學遊戲 521.4
以體驗學習反思觀點重塑中文系實
務課程之教學行動研究 / 汪淑珍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00 面; 26 公分 .-(通識教育叢書 ; 200001) .-- ISBN 978986-478-607-7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教學策略 2.CST: 教學設計
3.CST: 學習評量 521.4
功文勤耕台灣 40 / 張玉成作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,

11101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62-9-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教學法 2.CST: 教學設計
521.4
創意技法 : 設計思考攻略 / 沈翠蓮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1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73-0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創意 2.CST: 教學法 521.4
遠距教學數位學習應用於課程設計
與 教 學 之 研 究 = Study on the
application of distance e-learning on the
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/ 許炳堃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 吉祥數位印刷社,
11101 .-- 26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90-1-9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數位學習 2.CST: 遠距教學
3.CST: 課程規劃設計 4.CST: 教學設
計 521.539
臺灣雙語教學資源書 : 全球在地化
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= A resource
book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aiwan :
a glocalized design & practice / 鄒文莉,
黃怡萍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
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45-976-6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雙語教育 2.CST: 國民教育
3.CST: 課程規劃設計 521.7
挑戰你的邏輯力.聰明頭腦益智遊戲
/ 娜塔莎.布西克(Natasa Bucik), 格雷
戈爾.布西克(Gregor Bucik), 瓦倫丁.
布西克(Valentin Bucik)作 ; 李采蓀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果文創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974-2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380 .-ISBN 978-986-06974-3-8 (第 2 冊: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兒童遊戲 2.CST: 益智遊戲
523.13
Coodee 機器人運算思維 : 商店街大
冒險 / 齊可心作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
睿思特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4 面;
3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9-1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腦教育 2.CST: 學前教育
3.SHTB: 認知發展--3-6 歲幼兒讀物
523.23
ㄅㄆㄇ唱學兒歌 / 林芳萍文 ; 蕭秝緁
圖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2 .-- 80 面; 23X23 公分 .-- (創作
圖 畫 書 ) .-- ISBN 978-626-7050-67-5
(精裝) NT$840 普遍級
1.CST: 語文教學 2.CST: 注音符號
3.CST: 學前教育 4.SHTB: 兒歌童謠-3-6 歲幼兒讀物 523.23

快樂作文輕鬆寫 : 小學生的第一篇
作文 / 曾美慧作 ; 姜春年繪圖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711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作文 3.CST:
寫作法 4.CST: 小學教學 523.313

幼兒擊樂合奏 / 魏欣儀, 汪雅婷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566-2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打擊樂 2.CST: 音樂教學法
3.CST: 學前教育 523.23

陳安如的作文船長日誌 : 乘著寫作
發現號一探究竟-小水手們,快上船吧!
/ 陳安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
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7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990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作文 3.CST:
寫作法 4.CST: 小學教學 523.313

幼兒體能與遊戲 / 曾沈連魁著 .-- 二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47-7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體育教學 2.CST: 幼兒遊戲
3.CST: 學前教育 523.23
粉紅豬小妹教你認字母學單字 =
Let's learn alphabets & basic words with
Peppa /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88 面; 24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638-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教學 2.CST: 學前教育
3.CST: 詞彙 4.SHTB: 詞彙書--3-6 歲
幼兒讀物 523.23
新版兒童正音ㄅㄆㄇ拼音書 / 黃淑
萍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出
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80 面; 28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223-720-5
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注音符號
3.CST: 學前教育 4.SHTB: 語言學習-0-3 歲幼兒讀物 523.23
幼兒園行政理論與實務 / 張弘勳著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569-3 ( 平 裝 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幼稚園 2.CST: 托兒所 3.CST:
學校行政 4.CST: 學校管理 523.28
日記指揮好幫手 : 小學生的第一本
日記 / 曾美慧作 ; 姜春年繪圖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710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作文 3.CST:
寫作法 4.CST: 小學教學 523.3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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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IL 教師資源手冊 : 教學與評量實
務 = The CLIL teacher's guide : teaching
and assessment practices / 財團法人語
言訓練測驗中心(LTTC)編著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,
11102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8-4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雙語教育 2.CST: 教學評量
3.CST: 中小學教育 523.318
從算術到代數之路 : 讓 x 噴出,大放
光明 / 蔡聰明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68
面; 21 公分 .-- (鸚鵡螺數學叢書) .-ISBN 978-957-14-7375-8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數學教育 2.CST: 代數 3.CST:
中小學教育 523.32
數學這樣學 : 國小數學感學習. 三年
級 / 李源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32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60-0 (平裝) NT$430 普遍級
1.CST: 數學教育 2.CST: 小學教學
523.32
小學生的 STEM 科學研究室. 化學篇
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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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128 面; 28 公分 .-- (商周教育
館 ; 52) .-- ISBN 978-626-318-158-8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化學 2.CST: 科學教育 3.CST:
初等教育 523.36
小學生的 STEM 科學研究室. 物理篇
/ 蘿拉.貝克(Laura Baker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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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128 面;
28 公分 .-- (商周教育館 ; 53) .-- ISBN
978-626-318-159-5 (平裝) NT$480 普
遍級
1.CST: 物理科學 2.CST: 科學教育
3.CST: 初等教育 523.36
科學繪圖 : 打開走進自然科學的一
道門 : 學校社團之課程設計與學生
成果紀錄手冊 = Scientific illustration /
李靜嫺著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精忠國
民小學, 11101 .-- 114 面; 21X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109-04-5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科學教育 2.CST: 初等教育
523.36
國小自然科學教材教法之教案與教
學 / 周金城, 林自奮, 林靜雯, 楊自強,
楊桂瓊, 蔣佳玲著 ; 周金城, 何慧瑩主
編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
然科學教育學系, 11101 .-- 9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6-1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科學教育 2.CST: 教材教學
3.CST: 小學教學 523.36
小小光線設計師 : 上街兜兜風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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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52 面; 23X22 公分 .-- (AI 科學玩創
意)(AI 科學系列 ; AISA0004) .-- ISBN
978-626-95460-2-2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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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做自己的學涯設計師 : 把自己放進
未來,規劃為你加分的學習歷程檔案
/ 陳坤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定位點 ; 6)(學習與教育 ;
6) .-- ISBN 978-626-305-166-9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高中生 2.CST: 自我教育
3.CST: 生涯規劃 524.22
理想的讀本 : 國文 / 何淑貞, 李玲珠,
徐國能, 唐捐, 張麗珠, 須文蔚, 劉俐,
蘇珊玉, 鍾宗憲, 羅智成撰述 .-- 修訂
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一爐香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財團法人漢光教育基金會,
11101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(傳世經
典 ; 1-) .-- ISBN 978-986-98484-4-2 (第
1 冊: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
1.CST: 國文科 2.CST: 閱讀指導
3.CST: 中等教育 524.31
理想的讀本 : 國文 / 江江明, 何淑貞,
李玲珠, 李惠綿, 林淑貞, 祁立峰, 張
麗珠, 陳惠齡, 曾昭旭, 黃雅莉, 黃儀
冠, 楊宗翰, 解昆樺撰述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一爐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(傳世經
典 ; 5-) .-- ISBN 978-986-98484-5-9 (第
5 冊: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國文科 2.CST: 閱讀指導
3.CST: 中等教育 524.31
(素養學堂)輕量級寫作 : 十大單元輕
鬆破解學測國寫 / 白白老師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87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作文 3.CST:
寫作法 4.CST: 中等教育 524.313
丘成桐中學數學獎. 2021 第十三屆 =
Shing-Tung
Yau
High
School
Mathematics Award / 夏俊雄總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
系, 11102 .-- 108 面; 25 公分 .-- (臺大
數學推廣系列 ; 13) .-- ISBN 978-9865452-73-5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數學教育 2.CST: 中等教育
3.CST: 文集 524.32
升大學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新制題型
全 解 析
= TELC : listening
comprehension tips and secrets / 希伯崙
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
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41-632-5 (全套:平裝附
數位影音光碟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教學 2.CST: 讀本 3.CST:
中等教育 524.38
迎戰 108 新課綱 : 新制學測英文 5 回
搶分模擬試題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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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168 面; 26 公
分 .-- (108 課綱核心素養. 升大學系
列 ; A100-2) .-- ISBN 978-626-95676-45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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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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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46

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030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高中生 2.CST: 參考工具書
3.CST: 中等教育 524.7
承先啟後創新猷 : 新竹中學 20042022 / 張花興作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國
立新竹高級中學校友會, 11101 .-- 33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5-1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
524.833/112
食品創新研發實作與食品衛生安全
實務課程教學代表成果 / 吳雅蓉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吳雅蓉, 11101 .-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54-9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高等教育 2.CST: 食品工業
3.CST: 食品衛生管理 525.3
高 餐 通 識 教 育 學 刊 . 2021 = 2021
NKUHT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/
張忠明總編輯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
餐旅大學, 11102 .-- 399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76-6-2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通識教育 2.CST: 期刊
525.3305
海峽兩岸創新與融滲式教學研討會
論文集. 2021 第八屆 / 孫瑞琴總編
輯 .-- 新北市 : 東南科技大學, 11101 .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770-08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通識教育 2.CST: 兩岸交流
3.CST: 文集 525.3307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工程學群電
機類) /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7-050-3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大學入學 2.CST: 入學甄試
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生命科學學
群) /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7-045-9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1.CST: 大學入學 2.CST: 入學甄試
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地球與環境
學群) /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二
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7-041-1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大學入學 2.CST: 入學甄試
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法政學群) /
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7-052-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大學入學 2.CST: 入學甄試
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建築與設計
學群) /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7-044-2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1.CST: 大學入學 2.CST: 入學甄試
525.611
甄戰大學 : 決戰新課綱(財經學群) /
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7-032-9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大學入學 2.CST: 入學甄試
525.611
春風化雨 光耀北商 : 張瑞雄校長八
年治校全紀錄 / 姜健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,
1110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05-0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張瑞雄 2.CST: 國立臺北商業
大學 3.CST: 校長 4.CST: 學校行政
525.68
開創 : 政大與台灣管理教育的發展 /
楊倩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財經企管 ;
BCB752) .-- ISBN 978-986-525-460-5
(精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
2.CST: 歷史 3.CST: 文集
525.833/101
鍾靈毓秀華岡情 : 2022 中國文化大
學傑出校友勵志集 / 王翔郁, 楊湘鈞,
邱品瑜, 于淑凡, 方婷渝, 宋秀茹, 李
宜芳, 施依廷, 莊紫婷, 徐瀾, 張宇莉,
張玲禎, 張郡庭, 曾子庭採訪撰稿 ; 李
亦君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

學, 11102 .-- 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6-404-7 (平裝) NT$1000 普
遍級
1.CST: 中國文化大學 2.CST: 臺灣傳
記 525.833/101
(高普考)名師壓箱秘笈 : 教育行政學
精析 / 舒懷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6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88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教育行政 526
教育行政新視角 : 非典型概念與潛
藏 現 象 = A new perspective on
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: atypical
concepts & hidden phenomenon / 陳成
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(高等教育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681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教育行政 526
從自學到成功轉職軟體工程師 : 自
主學習讓我重拾人生的發球權! / 王
聖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12-2 (平裝)
NT$520 普遍級
1.CST: 自主學習 2.CST: 學習方法
3.CST: 電腦程式設計 528.1
千萬別養出個媽寶 / 劉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 (繽紛 ; 235) .-- ISBN 978-986-323436-4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528.2
正向教養的親子教育方案 = Positive
discipline / 郭靜晃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23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32652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528.2
成績的背後,是孩子的求救 : 分數低
就是沒讀書、愛蹺課就是壞學生、
壓力大就是抗壓性低......你的偏見正
在毀了他! / 孫桂菲, 趙建, 鄒舟主編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50-5 (平
裝) NT$375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528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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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,我們來談錢 : 從 7 歲開始給他
零用錢,不如教他變有錢 / 米安.薩米
(Mian Sami)作 ; 洪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iLearn ;
4) .-- ISBN 978-626-7014-40-0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金錢心理學
3.CST: 理財 528.2
教養的勇氣 : 齡齡老師教你 22 招收
服素養教育 / 謝慧齡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
11101 .-- 11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01-9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528.2
華德福簡單教養練習書 / 金.約翰.培
恩(Kim John Payne)著 ; 舒靈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0487-78-7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528.2
窮爸爸教出富小孩 : 內建孩子理財
力,父母絕對要懂的 15 項 FQ 教養學
/ 王奕璿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
文化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健
康樹 ; 73) .-- ISBN 978-626-7065-14-3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3.CST: 理財 528.2
薩提爾的故事溝通 : 陪孩子練習愛,
在愛中學習成長 / 李儀婷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450-4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親職教育 2.CST: 子女教育
528.2
寫給公民的 40 堂思辨課 / 公民不下
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(我思 ; 7) .-- ISBN 978-986-5596-58-3
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公民教育 528.3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17 : 一起去散
步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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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
版 .-- ISBN 978-626-95507-2-2 (平裝附
光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生活教育 2.CST: 學前教育
3.SHTB: 生活體驗--0-3 歲幼兒讀物
528.33
我拒絕暴力傷害 : 預防身心虐待 / 梁
昇玄文 ; 尹熙在圖 ; 戴瑜亭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4 .-- 24 面; 19X19 公分 .- (我會保護自己系列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274-573-1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生活教育 2.CST: 兒童教育
3.CST: 繪本 528.33
我的身體很重要 : 預防性暴力 / 朴雪
雅文 ; 李恩珠圖 ; 戴瑜亭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4 .-- 24 面; 19X19 公分 .-- (我
會保護自己系列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274-572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生活教育 2.CST: 兒童教育
3.CST: 繪本 528.33
國王的家庭 / 陶綺彤故事 ; Faye 繪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8 面; 26 公分 .-(品格教育. 國王系列 ; 1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5556-25-9 ( 精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生活教育 2.CST: 兒童教育
3.CST: 繪本 528.33
我不會跟別人走 : 預防兒童誘拐 / 金
旻松文 ; 尹熙在圖 ; 戴瑜亭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4 .-- 24 面; 19X19 公分 .- (我會保護自己系列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274-571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安全教育 2.CST: 兒童教育
3.CST: 繪本 528.38
高樓求生記 / Popcorn story 文 ; 韓賢
東圖 ; 徐月珠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8 面; 24
公分 .-- (我的第一本科學漫畫 ; 6-) .- ISBN 978-957-658-770-2 (第 1 冊:平
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安全教育 2.CST: 兒童教育
3.CST: 漫畫 528.38
山海紀 :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年報.
壹壹零 / 劉姿君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臺東市 :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,

11101 .-- 1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551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
528.4162

1.CST: 體育 2.CST: 漫畫

528.9

成人教育調查報告. 109 年度 / 吳明
烈計畫主持 ; 李藹慈共同主持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012 .-- 4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198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成人教育 2.CST: 調查統計
528.448

運動心理學 / Janet Buckworth, Rod K.
Dishman, Patrick J. O'Connor, Phillip D.
Tomporowski 著 ; 高三福, 姜定宇, 趙
俊涵, 陳景花, 高鳳霞, 陳欣進, 李季
湜, 蔡宇哲, 徐晏萱, 鄧詠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617-1 ( 平 裝 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運動心理 528.9014

*播種好苗 : 幼兒及小學生命教育 /
紀潔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
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, 11101 .-- 3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47-1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生命教育 2.CST: 兒童教育
528.59

太極拳心法體用驗證與釋秘 / 宋保
年, 楊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18 面;
21 公分 .-- (武學釋典 ; 54) .-- ISBN
978-986-346-360-3 (平裝附數位影音
光碟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太極拳 528.972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素養導向教學
設計參考手冊 / 宋修德, 李懿芳, 胡茹
萍, 曾璧光, 陳美姿, 洪芳芷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技
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, 11101 .-- 22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8-13-9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技職教育 2.CST: 教學設計
528.8

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. 第 44 屆 : 數
位 與 永 續 = 44th session of Chinese
Taipei Olympic Academy / 中華奧林匹
克委員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華奧林
匹克委員會, 11102 .-- 149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50-1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奧林匹克運動會 2.CST: 文集
528.982207

進階食品加工實習. 下冊 / 陳惠添, 郭
文玉, 郭明達, 李昶億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
學校食品群 .-- ISBN 978-986-5531-53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食品加工 2.CST: 技職教育
528.831

新北市特殊教育統計年報. 109 學年
度 / 張明文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
市政府教育局, 11012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90-1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特殊教育 2.CST: 教育統計
3.CST: 新北市 529.028

NSCA 運動科學 / Duncan N. French,
Lorena Torres Ronda 作 ; 林貴福, 李佳
倫, 何仁育, 江宗麟, 吳欣哲, 陳映竹,
林冠廷, 郭涵博, 劉錦謀, 蔡奇儒, 吳
晟涵, 朱真儀, 田詠惠, 萬明岳, 沙部.
魯比, 張育愷, 鄭鴻衛, 任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72-2-5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運動 2.CST: 運動生理學
528.9
羽球王子. 11, 徽章之謎 / 疾風社團故
事.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超越極限) .-- ISBN 978986-0761-33-7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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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世紀的海外聯合招生 / 蘇玉龍, 李
信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
11103 .-- 290 面; 21 公分 .-- (Do 觀點 ;
7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068399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僑民教育 529.3
青春健康,與愛同行 : 心智障礙者性
健康教育實務工作者手冊 / 衛生福
利部國民健康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, 11102 .- 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91-7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特殊教育 2.CST: 身心障礙教
育 3.CST: 性教育 529.55
附小 Running Man∼校園解謎趣 : 特
需課程創造力教學設計 / 豐佳燕, 黃
淑賢, 游瑞菁, 劉雅鳳, 周鈞儀, 陳彥

昌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
教育中心, 11101 .-- 140 面; 21 公分 .- (特殊教育叢書 ; 144) .-- ISBN 978986-0772-87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資優教育 2.CST: 教學設計
3.CST: 課程規劃設計 529.61
感覺統合遊戲與兒童學習 / 任彥懷,
李介至, 李靜曄, 阮震亞, 蔡淑桂, 陳
鳳卿, 宣崇慧合著 .-- 三版 .-- 臺中市 :
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48-4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學習障礙 2.CST: 特殊兒童教
育 3.CST: 感覺統合訓練 529.69

禮俗；民族學
回到古代請吃飯 : 從平民請吃飯,到
皇帝被請客!古代吃飯的禮貌是什麼?
請客又有什麼樣的講究?「吃」出來
的中國史 / 李登年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好優文化, 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3-6-3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餐飲禮儀 2.CST: 飲食風俗
3.CST: 中國 532.82
南臺灣原住民族山林部落紀實 / 翁
禎霞, 郭漢辰, Auvinni Kadresengane,
Angai Pa'tt, 劉 正 元 , 'Avia, Bukun
Ismahasan Islituan, Vilian Istand,
Amalanamahlu, Vintiaa, 李 賢 文 ,
Kalrimadrau,
Lavuras
Abaliwsu,
Tjangkous Pasalaig, 林建成, Djepelang,
Misaku 文字 ; 夷將. 拔路兒 Icyang
Parod 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原
住民族委員會, 11103 .-- 22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35-59-2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臺灣原住民族 2.CST: 部落
3.CST: 主題地圖 536.33
流動的社群 : 卡拉社族裔生命故事 /
嵇景芬, 呂紹凡, Yawi Yukex 作 .-- 桃
園市 :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,
11101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0-64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部落 2.CST: 人文地理 3.CST:
歷史 4.CST: 泰雅族 536.3311
布農族的蟲族文化 / 鄭漢文作 .-- 初
版 .-- 臺東縣延平鄉 : 臺東縣延平鄉
桃源國民小學, 11103 .-- 112 面; 20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9-77-6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
1.CST: 布農族 2.CST: 民族文化
3.CST: 昆蟲 4.CST: 神話 5.CST: 臺灣
原住民族 536.333
Thau a kakaanin.kazakazash 邵食.祭儀
/ Shuni 蔡麗綉總編輯 .-- 南投市 : 南
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, 11012 .-13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289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邵族 2.CST: 祭禮 3.CST: 民族
文化 4.CST: 飲食風俗 536.334
愛上回家的路 / 李蕙琪主編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內門區內興社
區發展協會, 11102 .-- 15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37-0-7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西拉雅族 2.CST: 部落 3.CST:
民族文化 4.CST: 高雄市內門區
536.3399
猶太人的故事 = Jewish story / 顧駿
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潮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4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16-823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猶太民族 2.CST: 民族文化
536.87
好想吃一口 : 餐桌上的世界地圖 / 亞
歷 珊 卓 . 米 契 林 斯 卡 (Aleksandra
Mizielińska), 丹 尼 爾 . 米 契 林 斯 基
(Daniel Mizieliński), 娜塔莉亞.巴拉諾
斯卡(Natalia Baranowska)文.圖 ; 閆柯
彤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16
面; 3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643 (精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飲食風俗 2.CST: 烹飪 3.CST:
世界史 4.CST: 食譜 538.7
龔鵬程學.思.俠.遊特輯. 7, 飲饌叢談 /
龔鵬程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5-77-2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飲食風俗 2.CST: 文化 538.7
傳家 冬 / 姚任祥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姚任祥, 11102 .-- 286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766-2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風俗 2.CST: 中國 538.82
傳家 春 / 姚任祥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姚任祥, 11102 .-- 288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674-0 (精裝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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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風俗 2.CST: 中國

538.82

傳家 秋 / 姚任祥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姚任祥, 11102 .-- 286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732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風俗 2.CST: 中國 538.82
傳家 夏 / 姚任祥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姚任祥, 11102 .-- 282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690-0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風俗 2.CST: 中國 538.82
漢字裡的故事 :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
風俗史 / 許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5-22-0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漢字 2.CST: 風俗 3.CST: 中國
史 538.82
嘰哩咕嚕話三國 : 歇後語一點就通 /
賴惠鳳文 ; 葉祐嘉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4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6-2706 (第 3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626-326-271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290
普遍級
1.CST: 歇後語 2.CST: 中國 539.6

社會學
社會學概論 / 周宣辰, 黃柏叡, 楊志宏,
洪文東, 王枝燦, 張富萍, 陳儒晰, 魏
宗明, 賴奕志, 楊靜怡合著 .-- 四版 .-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62-852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學 540
讓 發 聲 發 生 / 費 鴻 芳 (Françoise
Ferrand)著 ; 楊淑秀, 陳姿宜, 吳新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星火文化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(Search ; 13) .-- ISBN 978-986-98715-49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正義 2.CST: 社會運動
3.CST: 貧窮 540.21
為什麼要學歷史 : 面對當下世界時
的十個歷史教訓 / 馬格努斯.布萊希
特肯(Magnus Brechtken)著 ; 江鈺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320 面;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48-9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史 2.CST: 自由主義
540.9
中國文化叢談 / 錢穆作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
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397-0 (平
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398-7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化 541.262
中華文化十二講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
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392-5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化 2.CST: 文化評論
3.CST: 文集 541.26207
中華文化可以向世界貢獻什麼? / 孫
偉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
11101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240-5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化 2.CST: 文化傳播
3.CST: 文集 541.26207
文化與教育 / 錢穆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 ISBN 978-957-14-7399-4 ( 平 裝 ) .-ISBN 978-957-14-7400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中國文化 2.CST: 教育 3.CST:
文集 541.26207
日本男偶像史 : 那些年,你我追逐的
男偶像明星 / 太田省一著 ; 康逸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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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4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85-2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流行文化 2.CST: 偶像崇拜
3.CST: 日本 541.3
我們的未來 : 獻給一個豐饒世界的
宣言 / 顏希.史崔克勒(Yancey Strickler)
著 ; 沈志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知
田出版,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Us ; 1) .-ISBN 978-626-95778-0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價值觀 2.CST: 社會發展
3.CST: 未來社會 541.43

<<時代革命>>電影訪談錄 = The talks
in "Revolution of Our Times" / <<時代
革命>>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山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36 面; 21
公分 .-- (春山之聲 ; 31) .-- ISBN 978626-95639-1-3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運動 2.CST: 紀錄片
3.CST: 訪談 4.CST: 香港特別行政區
541.45
受苦與反抗 : 陳健民,獄中書簡 / 陳健
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8 面; 21
公分 .-- (眾聲) .-- ISBN 978-957-086217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社會運動 2.CST: 政治運動
3.CST: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.45
漫遊歐洲一千年 : 從 11 世紀到 20 世
紀改變人類生活的 10 個人與 50 件
大事 / 伊恩.莫蒂默(Ian Mortimer)著 ;
胡訢諄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420 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叢書 ; 1110) .- ISBN 978-957-13-9921-8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變遷 2.CST: 文化史
541.48
修復關係的正向衝突 : 走進離婚、
派系鬥爭與內戰,找到擺脫困境的解
方 / 亞曼達.瑞普立(Amanda Ripley)
著 ; Geraldine Le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社會心
理 ; 31) .-- ISBN 978-626-7014-44-8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衝突 2.CST: 人際衝突 3.CST:
衝突管理 541.62
房間裡的大象 : 日常生活中的緘默
與 縱 容 / 伊唯塔. 傑魯 巴 維 (Eviatar
Zerubavel)著 ; 黃佳瑜譯 .-- 二版 .-- [臺
北市] : 早安財經文化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早安財經
講堂 ; 99) .-- ISBN 978-626-95694-0-3
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心理學 541.7
在領導之前 : 想要升遷,比起領導力,
現在的你更需要追隨力 / 吳維庫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30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49-9 (平
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領導理論 541.7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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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覽解說實務 / 陳珮真, 鍾碧蔙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翰英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93-5-3 (下冊: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解說 2.CST: 環境教育
541.84
時尚設計全書 : 時尚歷史、品牌潮
流、靈感研究、織品開發、設計過
程、發表求職,給時尚設計師的全方
位 求 生 指 南 / 丹 尼 斯 . 安 東 (Denis
Antoine)作 ; 韓書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積木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102 .-- 22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86-6 (平裝) NT$990 普
遍級
1.CST: 時尚 2.CST: 服裝設計 3.CST:
服飾業 541.85
改變的力量 : 翻轉社會的創新力 = 30
stories of innovative and collaborative
enterprises /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
署, 11101 .-- 1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98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勞工就業 2.CST: 勞動政策
3.CST: 社會參與 542.77
拯救家中的巨嬰 : 從父母的「傾聽」
開始 / 最上悠著 ; 鄒玟羚, 高詹燦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41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家庭關係 2.CST: 家庭心理學
544.1
十四歲的十四個重要對話 : 孩子上
高中前的必要關鍵對話,有效溝通說
了才算 / 米雪兒.伊卡德作 ; 陳柚均
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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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ISBN 978-957-13-9996-6 (平
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家庭關係 2.CST: 親子溝通
544.14
當媽媽也可以不心累 : 透過情緒教
練課,教媽媽們擺脫負能量、學會愛
自己 / 權世演著 ; 譚妮如譯 .-- 初版 .- 桃園市 :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Orange
life ; 19) .-- ISBN 978-626-95198-5-9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母親 2.CST: 情緒管理 3.CST:
生活指導 544.141

控告婚姻 / 四月天著 ; 簡郁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Life) .-- ISBN 978-626-335-016-8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婚姻 2.CST: 女性 544.3
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103 .-- 488 面; 21 公分 .- (貓頭鷹書房 ; 64) .-- ISBN 978-986262-535-4 (平裝) NT$759 普遍級
1.CST: 女性主義 2.CST: 文集
544.5207

爸媽離婚了 / 波琳.奧德(Pauline Oud)
圖.文 ; 魏嘉儀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水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103 .-- 48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8-18-5 ( 精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離婚 2.CST: 父母與子女
3.CST: 繪本 544.361

青少年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 / 黃
德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0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604-1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青少年 2.CST: 青少年問題
3.CST: 青少年輔導 544.67

我要看到愛流成河!奧維德愛的藝術 :
古羅馬詩人比你更懂撩,流傳兩千年
的愛情聖經! / 奧維德(Publius Ovidius
Naso)著 ; 劉燁, 諾瓦編譯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14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626-332-059-8 ( 平 裝 )
NT$299 普遍級
1.CST: 戀愛 2.CST: 兩性關係
544.37
讓男人追著妳跑 / 麗子.凱福特著 ; 李
欣怡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45-0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戀愛 2.CST: 兩性關係
544.37
*男人不是修一修就能用 : 42 個戀愛
狀況題大解析,提升妳的擇愛勝率 /
李明吉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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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NW ;
238) .-- ISBN 978-986-506-341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戀愛心理學 2.CST: 兩性關係
544.37014
遇見那個想念的自己 : 唯獨妳懂的
第二人生圖寫心事 / 黃馨儀, 楊偉苹
作 ; Ginny 居你繪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
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102 .-- 144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47-8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女性 2.CST: 文集 544.507
女性主義經典選讀(重要經典著作摘
譯與解讀 50 編) / 顧燕翎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貓頭鷹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
幼兒性別教育 / 詹喬雯, 陳秀梅, 汪令
娟, 齊隆鯤, 柯婷文, 何祖華, 李花環,
楊清貴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
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846-0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性別教育 2.CST: 性教育
3.CST: 兒童心理學 544.7
你的深情是因為你很好,不是他很好
/ 金達著 ; 馮燕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野系
列 ; 95) .-- ISBN 978-986-507-721-1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兩性關係 2.CST: 戀愛心理學
3.CST: 自我實現 544.7
和孩子談性說愛, 不害羞! / Misato,
Takao 著 ; 蘇聖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意識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66-693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性教育 2.CST: 青春期 3.CST:
親職教育 544.72
歡迎光臨午場酒店 / 少女 A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View ; 111) .-- ISBN 978-957-139964-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特種營業 2.CST: 臺灣
544.76
(圖解)生活自立支援照護指南 / 葉建
鑫, 賴暖婷, 賴俞綺合著 .-- 增訂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32 面; 23
公分 .-- (Dr.Me 健康系列 ; 160X) .-ISBN 978-626-95643-6-1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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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老人養護 2.CST: 健康照護
544.85
微笑竹縣好生活 : 2021 新竹縣社區
總體營造紀錄 / 李安妤總編輯 .-- 新
竹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,
11101 .-- 120 面; 19X2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1-09-8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1.CST: 社區總體營造 2.CST: 新竹縣
545.0933/111
從 烏 鴉 洞 起 飛 = The crow cave /
Ballboss[作]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
文化局, 11101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0-63-0 ( 精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眷村 2.CST: 繪本 3.CST: 臺中
市清水區 545.4933
被壓榨的一代 / 艾莉莎.奎特(Alissa
Quart)作 ; 李祐寧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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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85-0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中產階級 2.CST: 經濟政策
546.16
一生承諾 / 張天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,
11102 .-- 2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47-2-5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服務 547
社會工作實務搶分題庫 / 陳思緯編
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25-45-3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工作 547
社會福利 / 林萬億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7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84-6 (平裝) NT$84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福利 2.CST: 社會工作
547
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 / 陳
思緯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1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-43-9 (平裝)
NT$52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福利 2.CST: 考試指南
547
環球計畫手册 : 人道主義憲章與回
應人道主義的最低標準 / 環球協會

主編 ; 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松 慧 有 限 公 司 ,
11102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7599-98-8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工作 2.CST: 人道主義
3.CST: 手冊 547.026
五毛錢的力量 : 花蓮慈濟百號委員
口述歷史 / 江淑怡, 沈昱儀, 黃基淦,
賴睿伶, 羅世明, 曹慧如, 俸開璿, 張
翎慧, 陳若儀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424 面; 21 公
分 .-- (慈濟文史. 史藏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0796-95-7 (精裝) NT$580 普
遍級
1.CST: 志工 2.CST: 通俗作品
547.16
賽德克小書. VIII : 踏尋祖靈橋,參與
部落再生 2.0 / 劉瑞瓊, 林益謀, 楊素
欣, 賴慶明, 李永光, 瑪姮.巴丸, 曉明
女中部落服務團, 部落青年作 ; 白子
盈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財團法人曉明
文教基金會曉明之星出版社, 11101 .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0257-7-5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服務 547.16
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.0 Changemaker
計畫團隊專刊. 110 年 .-- 臺北市 : 教
育部青年發展署, 11102 .-- 133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20-4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社區參與 2.CST: 社區服務
3.CST: 青年 547.4
最美的雙手/慈濟環保史. 2 : 生活的
道場 : 2001-2010.臺灣 / 張晶玫, 陳秀
雲, 胡瑞珠, 胡青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慈濟人文出版社, 11103 .-- 480
面; 21 公分 .-- (莫忘那一年. 1990) .-ISBN 978-626-95171-9-0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
2.CST: 公益事業 3.CST: 環境保護
548.126
慈濟宗門足跡 : 蔬活夏安居 / 邱蘭嵐,
胡美蘭, 廖右先文字編輯 .-- 初版 .-花蓮縣新城鄉 :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
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, 11101 .-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慈濟文史. 史藏系
列) .-- ISBN 978-986-99090-9-9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
1.CST: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
2.CST: 公益事業 548.126
威卡騙局 : 歐陸最瘋狂金融弊案的
真實故事 / 沃克.泰哈則伯格(Volker
ter Haseborg), 梅蘭妮.貝格曼(Melanie
Bergermann)著 ; 彭意梅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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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生
活視野 ; 31) .-- ISBN 978-626-318-134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威卡金融科技公司 2.CST: 金
融公司 3.CST: 金融犯罪 4.CST: 德國
548.545
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與相關法規彙編 /
陳芳振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陳芳振
出版 ; c 怡鑫有限公司總經銷,
11101 .-- 33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86-3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刑事偵察 2.CST: 犯罪 3.CST:
手冊 548.6
我不是不努力,只是做不到你滿意 :
從「努力」迷思看<<不會切蛋糕的
犯罪少年>> / 宮口幸治著 ; 陳令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28-3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矯正教育 2.CST: 青少年犯罪
3.CST: 青少年問題 548.7114
矯正教育與犯罪防治 / 蘇烱峯, 樓家
祺, 李百麟, 陳玉書, 劉家伃, 林健陽,
謝文彥, 陳錫平, 林政佑, 潘怡宏, 陳
怡青, 王珮玲, 鍾佩怡, 鍾志宏, 葉碧
翠, 朱群芳, 陳星宜, 謝沛怡, 陳昕榆,
鄭渝儒, 李明謹, 連鴻榮, 許華孚, 黃
光甫, 林耿徽, 臺灣法學領航協會作 ;
賴擁連, 馬好聰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法學領航協會, 11101 .-- 43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61-18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矯正教育 2.CST: 犯罪防制
548.7114
CBD 大麻聖經 : 舒緩焦慮、憂鬱、
化療副作用、止痛,從皮膚病到癲癇,
將改變生活的 CBD 綠色革命 / 達妮.
戈登(Dani Gordon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0-48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大麻 2.CST: 藥物治療
548.82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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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都是自殺訣別者 / 高璿圭著 ; 馮
燕珠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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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3-80-8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自殺 2.CST: 心理復健
548.85
美國洽簽社會安全協定之比較研析
及與我國洽簽之建議研究 = A
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
negotiating and signing social security
agreements and suggestive research for
negotiating and signing with Republic of
China(Taiwan) / 胡佩怡, 吳啟新研究
主持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102 .-- 14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5-007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安全 2.CST: 社會保險
3.CST: 比較研究 4.CST: 美國
548.952
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(含概要) / 陳思
緯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6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-42-2 (平裝)
NT$69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政策 2.CST: 社會福利
549.1

經濟
一看就懂的個人經濟學 : 為什麼我
們離成功總差一點點? / 張大羽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1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1-21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經濟學 2.CST: 通俗作品
550
經濟學 : 理論與實際 / 陳正倉, 林惠
玲, 林建甫, 林世昌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, 11104 .-- 60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2-28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經濟學 550
(漫畫行為經濟學)經濟學不思議 / 佐
藤雅彥, 菅俊一著 ; 高橋秀明繪 ; 葉
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smile ; 179) .-- ISBN 978626-7118-04-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
1.CST: 經濟學 2.CST: 行為心理學
550.14
少即是多 : 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 / 傑
森.希克爾(Jason Hickel)著 ; 朱道凱翻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54-2 (平裝) NT$480 普
遍級
1.CST: 環境經濟學 2.CST: 經濟發展
550.16
佛教經濟學 : 以智慧為依歸,永續的
經濟學 = Buddhist economics / 周賓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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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73-1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經濟學 2.CST: 佛教
550.1622
綠色精神 / 威廉.諾德豪斯(William D.
Nordhaus)作 ; 周宜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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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86-7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綠色經濟 2.CST: 永續發展
3.CST: 環境保護 550.16367
應用遊戲式教學法於經濟學課程之
教學實踐 =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
game-based teaching on the course of
economics / 許炳堃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南市 : 吉祥數位印刷社, 11101 .-- 194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90-26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經濟學 2.CST: 教學法 3.CST:
教學遊戲 4.CST: 高等教育 550.3
進步的密碼 : 由社會發展的動態規
律,解碼人類社會的終極奧義 / 鄭南
雁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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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26-01-1 (精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經濟史 2.CST: 世界史 550.9
未來的設計創造 : 打開你的五感六
覺、接軌場景、逆算時代,提煉跨界
創新與創造未來的關鍵能力 / 林承
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果力文化,
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
11101 .-- 272 面; 20 公分 .-- (林承毅/
未來創造塾系列 ; 1) .-- ISBN 978-62695570-1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產業發展 2.CST: 區域開發
3.CST: 創意 552
「後疫情時代下日本與全球政經變
遷及影響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
第三屆 / 蔡錫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英出版社, 淡江大學日本政經
研究所, 11101 .-- 4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22-8-4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政治經濟 2.CST: 經貿外交
3.CST: 日本 552.31
地方兼業 : 串接城鄉生活的橋樑 / 董
淨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裏路文
化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44 面; 23
公分 .-- (地味手帖 ; 10) .-- ISBN 978626-95181-3-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區域開發 2.CST: 產業發展
3.CST: 創業 552.33
產經趨勢總覽. 2022 / 梁寶華總編
輯 .-- 臺北市 : 工商財經數位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76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6844-26-3 ( 平 裝 )
NT$18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經濟 2.CST: 經濟發展
3.CST: 產業分析 552.33

1.CST: 企業合併 2.CST: 個案研究
553.73
公司治理的十堂必修課 : 一次看懂
董事會如何為公司把關、興利及創
造價值 / 陳清祥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經濟日報, 11102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 (經營管理 ; 20) .-- ISBN 978-98606879-6-5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公司 2.CST: 企業管理
553.97
(不動產經紀人)土地法與土地相關
稅法概要(條文釋義+試題演練) / 陳
旭鳳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1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12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土地法規 2.CST: 土地稅
554.133
土地法規 / 許文昌主編 .-- 15 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135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683-5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土地法規 554.133
新學林分科六法 : 土地法規 / 陳立夫
主編 .-- 二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8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77-1 (平
裝) NT$580 普遍級
1.CST: 土地法規 554.133

經濟戰爭與戰爭經濟 / 卡爾.赫弗里
希作 ; 王光祇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104 .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(富能量 ; 8) .-ISBN 978-986-392-410-4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經濟情勢 2.CST: 經濟戰略
3.CST: 德國 552.43

(地政士)一次考上地政士專業證照
(專業科目+國文) / 陳椿鶯編著 .-- 第
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60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889-9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地政士 2.CST: 考試指南
554.3

公平交易委員會 30 週年紀念特刊
1992-2022 = Fair Trade Commission
30th anniversary 1992-2022 / 公平交易
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公平
交易委員會, 11101 .-- 16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80-7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公平交易委員會 553.333

(不動產經紀人)不動產經紀相關法
規概要(條文解析+歷屆試題) / 林筱
涵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22-3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不動產經紀業 2.CST: 房地產
法規 554.89023

企業併購個案研究. 十 / 方嘉麟, 林進
富, 樓永堅審定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568 面;
23 公分 .-- (政大法科所法律與企業
叢書系列 ; 10) .-- ISBN 978-957-511688-0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
工事安全衛生精實管理 / 彭元傑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5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537-2 ( 平 裝 )
NT$7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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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工業安全 2.CST: 職業衛生
555.56
臨時構造物第三方稽核制度推動與
可 行性 評估 = Feasibility assessment
and promotion about third-party-audit
system of temporary structure / 張智奇,
湯大同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104 .- 2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6-99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工業安全 2.CST: 勞工安全
555.56
職安一點通 :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檢
定完勝攻略. 2022 版 / 蕭中剛, 余佳
迪, 陳正光, 謝宗凱, 江軍, 葉日宏著 .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7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86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工業安全 2.CST: 職業衛生
555.56
職安一點通 :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
定完勝攻略. 2022 版 / 蕭中剛, 劉鈞
傑, 賴秋琴, 鄭技師, 徐英洲, 江軍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7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104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工業安全 2.CST: 職業衛生
555.56
「110 年度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
室」委託專業服務案成果報告書 /
王詩清研究主持 ; 廖文忠協同主持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
員會, 11101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(研
究 報 告 ) .-- ISBN 978-986-5467-81-4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產業 2.CST: 全球化 3.CST: 臺
灣 555.933
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. 第 7 屆 : 蛻
變 : 邁向新世代的致勝之道 / 勾淑婉,
王明德, 王曉晴, 林欣婕, 姚淑儀, 唐
祖湘, 陳玉鳳, 鄭洵錚, 盧富美採訪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經 濟 部 技 術 處 ,
11102 .-- 24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72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產業 2.CST: 企業經營 3.CST:
創意 4.CST: 臺灣 555.933
零工經濟下各國「類勞工」法制之
研究 = A study on policy and legal in
various courtries "employee-like" of gig
economy / 陳威霖, 鄭津津研究主持 .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

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103 .-- 231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97-8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勞動問題 2.CST: 勞工權利
3.CST: 比較研究 556
(高普考)勞資關係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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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5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07-0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勞資關係 556.6
誰怕理事長普選? : 中華電信工會反
民主違法濫權記實 / 張緒中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
司台灣 南區電 信分 公司企 業工會 ,
11012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52-1-8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中華電信工會 2.CST: 選舉
3.CST: 判決 556.733
勞工法規 /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.- 32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376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86-0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勞動法規 556.84
公路邊坡場址客製化依時預警系統
精進與維護 / 周仕勳, 賴瑞應, 曾文傑,
張文忠, 黃安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43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70-8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公路管理 2.CST: 運輸系統
557
花蓮海岸公路浪襲預警及防災應用
技術之研究. (2/2) : 浪襲預警及因應
對策分析 / 陳冠宇, 林雅雯, 陳鈞彥,
劉俊志, 張育嘉, 陳人玉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 28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374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公路管理 2.CST: 災害應變計
畫 557
港區船舶能源使用及空氣污染排放
偵測技術評估之研究 / 林啟燦, 李俊
穎, 許義宏, 翁健二, 葉金課, 黃冠銘,
鄺結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
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34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66-1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港埠管理 5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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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資訊系統及新
興巡檢技術應用探討 / 黃宇謙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103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64-7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1.CST: 港埠管理 2.CST: 管理資訊系
統 557
無人機影像監測技術應用於臺中港
區管理之研究 / 韓仁毓, 李俊穎, 洪維
屏, 林彥廷, 甘翊萱, 黃春嘉, 李政軒,
陳俊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
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21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75-3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港埠管理 2.CST: 遙控飛機
557
臺灣西部近岸港口外廓配置對毗鄰
海灘沖淤之影響評估 / 莊文傑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103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63-0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港埠管理 557
臺灣沿岸地區金屬材料腐蝕環境調
查研究. 110 年 / 羅建明, 張道光, 莊
凱迪, 黃宇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 11103 .-- 22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85-2 (平
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港埠管理 2.CST: 管理資訊系
統 557
當 代 交 通 政 策 = Contemporary
transportation policy / 張有恆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59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35-6-7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交通政策 2.CST: 運輸管理
557.11
交通法規與保險概論 / 吳忠原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52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413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交通法規 2.CST: 汽車保險
557.13
*淡海新市鎮智慧交通場域試驗研究
計畫 / 吳榮煌, 王宏仁, 楊瓅凱, 劉姿
君, 樓軒宇, 吳岱凝, 陳香璉, 唐珮寧,
何雨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,
11101 .-- 6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60-9 (平裝) NT$720 普遍級

1.CST: 交通管理 2.CST: 運輸系統
3.CST: 運輸管理 557.15
福 爾 摩 沙 鐵 道 浪 漫 印 象 = The
romantic image of Formosa railroad / 姚
開陽作.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
出版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28 面; 21X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27-4-1 (平裝)
NT$580 普遍級
1.CST: 鐵路史 2.CST: 臺灣
557.26339
臺灣總督府鐵道部.車輛形式圖 / 林
志明復刻 ; 鄧志忠導讀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蒼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144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27-5-8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1.CST: 鐵路史 2.CST: 鐵路車輛
3.CST: 臺灣 557.26339
船舶特高頻資料交換與航行風險評
估之技術發展 / 張憲國, 李俊穎, 黃茂
信, 陳蔚瑋, 劉勁成, 曾士瑋, 曹勝傑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
究所, 11103 .-- 1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1-378-4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航運管理 2.CST: 運輸安全
3.CST: 風險管理 557.4
船舶監控預警系統之應用. (2/2) : 交
通量及事故熱點分析應用模組開發 /
黃茂信, 李俊穎, 林受勳, 陳子健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,
11103 .-- 1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1-373-9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1.CST: 航運管理 2.CST: 運輸系統
3.CST: 運輸安全 4.CST: 船舶 557.4
教你做播客 : 輕鬆簡單製作屬於自
己的 PODCAST / 黃采瑛, 徐也翔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81-4 (平
裝) NT$340 普遍級
1.CST: 廣播節目製作 557.766
食品安全與國際貿易 : 貿易自由化
與健康風險治理之平衡 / 倪貴榮著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684-2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貿易協定 2.CST: 食品衛
生管理 558.6
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/
張瑋編著 .-- 修訂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

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5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9-3302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際貿易實務 558.7
國際貿易實務 / 袁漱萱, 王令玲編
著 .-- 九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53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9548-64-9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國際貿易實務 558.7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
金融科技超入門 : 帶領你進入數位
世代的金融交易市場 / 金融科技理
論與應用研究小組, 劉新海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電腦人文化出版 :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4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(Bizpro) .- ISBN 978-957-2049-20-4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金融業 2.CST: 金融管理
3.CST: 金融自動化 561.029
從鬱金香到比特幣的泡沫狂歡 : 大
宗商品市場 400 年投機史 / 托爾斯登.
丹寧(Torsten Dennin)著 ; 呂沛憶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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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Catch on!
知道的書 ; HC0102) .-- ISBN 978-9579689-73-1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金融商品 2.CST: 電子貨幣
3.CST: 金融史 561.09
非洲鈔票故事館 / 莊銘國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38-9 ( 平 裝 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紙幣 2.CST: 非洲 561.56
*面對國際資金新情勢金融產業之挑
戰與對策 / 周行一, 徐政義, 儲蓉, 林
士傑, 賴威仁, 林奇澤作 ; 陳綠蔚, 吳
中書主編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中技
社, 11012 .-- 1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28-6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際金融 2.CST: 產業發展
561.8
國際金融 : 市場、理論與實務 / 黃昱
程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黃昱程出版 :
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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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2 .-- 53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17-4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金融 561.8
國際金融與匯兌 / 張瀞之, 徐耀華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
公司, 11104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2-27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際金融 2.CST: 匯兌 3.CST:
外匯 561.8
資本戰爭 : 全球熱錢的流動趨勢 / 麥
可.J.豪爾(Michael J. Howell)著 ; 吳慕
書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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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36 面;
23 公 分 .-- (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;
BW0794) .-- ISBN 978-626-318-155-7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金融 2.CST: 金融政策
3.CST: 風險評估 561.8
台灣金融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. 2021
/ 朱師右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
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102 .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856-2 (平裝) NT$8000 普遍級
1.CST: 金融業 2.CST: 資訊科技
3.CST: 產業發展 4.CST: 臺灣
561.933
大撒錢 / 巴瑞.里索茲(Barry Ritholtz),
亞隆.塔斯克(Aaron Task)作 ; 陳松筠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2-16-9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金融危機 2.CST: 財政政策
3.CST: 美國 561.952
軋空風暴 : GameStop 散戶起義如何
逆襲華爾街,掀起史詩級金融震盪 /
班.梅立克(Ben Mezrich)著 ; 林怡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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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20 面;
21 公 分 .-- (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;
BW0795) .-- ISBN 978-626-318-152-6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遊戲驛站 2.CST: 金融危機
3.CST: 基金 4.CST: 消費者行為
561.952
金錢如何變危險 : 即使不投資理財
也必讀,現代金融怎麼造福人類,但也
威脅我們的生存? / 克里斯多福.瓦雷
拉斯, 丹.史東著 ; 実瑠茜譯 .-- 初版 .-

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5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432-0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金融業 2.CST: 金融危機
562
金融機構管理 = Financial institution
management / 沈中華, 黃玉麗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49-0-4 (平裝) NT$480 普
遍級
1.CST: 金融業 2.CST: 金融管理
562.19
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 /
約翰.洛克(John Locke)著 ; 李華夏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4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536-5 ( 平 裝 )
NT$220 普遍級
1.CST: 利率 2.CST: 貨幣政策 3.CST:
英國 562.32
別在該理財的年紀,選擇放棄 : 好好
退休,從現在開始! / 崴爺作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33-2-5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理財 2.CST: 投資 563
會理財的女人最好命 / 莉莉安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104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1-23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理財 2.CST: 投資 563
錢永遠不夠!不理財就從小康變清寒 :
窮人在尋找財富,平民想守住財富,富
翁能創造財富,不規劃就只是白日夢
/ 喬友乾, 郭麗香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24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626-332-028-4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理財 2.CST: 投資 563
聰明女子的第一本理財書 / 莉莉安
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文創
社, 11104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1-22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個人理財 2.CST: 成功法
3.CST: 女性 563
薑餅人王國理財學校. 1, 富餅乾與窮
餅乾 / 金彥庭作 ; 李泰榮繪 ; 徐月珠
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4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65-8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理財 2.CST: 通俗作品 563
虛擬貨幣經濟學 : 從線上寶物、紅
利點數、比特幣到支付系統,數十億
人都能從中獲利的新興經濟趨勢 /
愛 德 華 . 卡 斯 特 羅 諾 瓦 (Edward
Castronova)著 ; 黃煜文, 林麗雪譯 .-三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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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(地球觀 ; 22) .-- ISBN 978-986-384682-6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電子貨幣 563.146
第一本投資理財入門書 / 鄭安民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
11104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1-24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投資 2.CST: 理財 563.5
獨角獸投資王 : 中國私募股權頂尖
的投資人 / 胡舒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603-4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創業投資 2.CST: 成功法
3.CST: 傳記 563.5
聰明的 ETF 投資法 / 雨果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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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6-36-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基金 2.CST: 投資 563.5
135 均線戰法 : 170 張圖精通 MA 的
極致用法,學會如何順應局勢,實現暴
賺目標! / 股市風雲著 .-- 新北市 : 大
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2 面; 23
公分 .-- (Money ; 37) .-- ISBN 978-9865564-81-0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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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台股超完美風暴將來臨 / 張真卿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社,
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01-6-5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563.53
打敗疫情 : 1 年賺 1400 萬的肥羊養
股術 / 翁建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Smart 智富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56

- ISBN 978-626-95659-0-0 (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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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股價趨勢技術分析 / 羅伯.愛德華
(Robert D. Edwards), 約翰.馬基(John
Magee), W. H. C. 巴 賽 蒂 (W. H. C.
Bassetti)著 ; 黃嘉斌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冊 .-- (寰宇技術分析 ; 465-466) .-ISBN 978-626-95352-0-0 (上冊:精裝)
NT$700 .-- ISBN 978-626-95352-1-7 (下
冊:精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為什麼他投資一直賺大錢? : 全球金
融學校的散戶獲利法則 / 市川雄一
郎, 全球金融學校著 ; 沈俊傑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4-409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理財
563.53
財務自由之路 : 半導體漲百倍 / 小陳
哥, 布萊恩, Royo, 浩爾, Sun, Sam, 喜
哥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19-1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證券投資 2.CST: 半導體工業
563.53
連賺 37 年的股票技術 : 日本股神相
場師朗不學基本面也能脫貧致富的
操盤法 / 相場師朗作 ; 張婷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iRICH ;
33) .-- ISBN 978-957-658-766-5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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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頂尖操盤手的養成計畫. 1, 建立你的
獲利模型 / 約翰.派伯(John Piper)著 ;
黃志鑫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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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9-08-9 (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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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頂尖操盤手的養成計畫. 2, 交易王者
的心智修練 / 約翰.派伯(John Piper)

著 ; 黃志鑫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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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9-10-2 (平裝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3.CST: 投資分析 563.53
最狂「主力剋星」教你用技術線圖
賺大波段 : 該如何抓到台積電,從 50
元漲到 680 元的買賣秘訣? / 麻道明
作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Money) .- ISBN 978-986-5564-84-1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分析
563.53
預期投資 / 麥可.莫布新(Michael J.
Mauboussin), 阿爾福雷德. 拉波帕特
(Alfred Rappaport )作 ; 徐文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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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83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分析
3.CST: 投資組合 563.53
精準當沖 : 美股當沖實戰守則,抓住
每個下單決策點 / 托妮. 透納(Toni
Turner)著 ; 黃嘉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434 面; 21 公分 .-- (寰宇投資策略 ;
464) .-- ISBN 978-626-95352-2-4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分析
563.53
隱市致富地圖 : 贏者,隱於市,我用一
張表找出即將大漲的隱形冠軍 / 股
市隱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7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23-01-0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分析
563.53
蟻神的股市投資學. 技術篇 / 金政煥,
金利晏著 ; 林倫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963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2.CST: 投資技術
563.53
蟻神的股市投資學. 基礎篇 / 金政煥,
金利晏著 ; 林倫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1-956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股票投資 563.53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34-1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政治思想 2.CST: 思想史
570.1

NLP 保險銷售寶典 / 徐承庚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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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6-03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保險行銷 2.CST: 行銷策略
3.CST: 神經語言學 563.7

人、思想與社會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
F. Drucker)作 ; 林麗雪譯 .-- 臺北市 :
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76
面; 22 公分 .-- (跨世紀大師彼得.杜拉
克全集 ; 11) .-- ISBN 978-626-95064-91 (精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政治社會學 2.CST: 經濟史
570.15

財產保險. I, 總論、火災及海上保險
/ 楊誠對著 .-- 修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, 11101 .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410-7-1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財產保險 563.75

國旗小百科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.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44 面; 17X1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37-3 (精裝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國旗 2.CST: 世界地理 3.CST:
通俗作品 571.182

主計法規輯要. 中華民國 111 年版 /
主計月報社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主計協進社, 11102 .-- 1120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95-38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主計法規 564.2
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(2022 年
最新法規修訂版) / 鄭惠方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財 經 傳 訊 出 版 社 ,
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01-5-8 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1.CST: 租稅 2.CST: 節稅 567.01
稅務相關法規概要+租稅申報實務 2
合 1(記帳士) / 林曉娟著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5-39-2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稅法 567.02
公職考試講重點 : 稅務法規精義 / 黃
琪媖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40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29-9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稅法 567.023

政治
思想政治史 : 政治學五大領域中的
政 治 思 想 論 文 集 = Politics of
thinkings : col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
thoughts in the five fields of political
science / 王賀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蓋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24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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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市場政治學. EP2 : 民主方舟 / 菜市
場政治學共同編輯群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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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4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6-5-1 (平
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民主政治 2.CST: 兩岸關係
571.6
公共政策. 基礎篇 / 丘昌泰著 .-- 六
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54-6 (平裝) NT$520 普
遍級
1.CST: 公共政策 572.9
圖解公共政策 / 汪正洋著 .-- 五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570-9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公共政策 572.9
政府兩岸政策重要文件 = Important
documents on the government's crossstrait policies / 大陸委員會編著 .-- 第
3 版 .-- 臺北市 : 大陸委員會, 11101 .- 29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7-83-8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兩岸政策 2.CST: 兩岸關係
573.09
(學習方法)請問,國考好考嗎? / 開心
公主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64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86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國家考試 2.CST: 考試指南
573.44
清朝科舉考試與旗人的政治參與 /
杜祐寧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(人文史地類 ; PC1041)(讀
歷史 ; 14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626-7088-38-8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科舉 2.CST: 滿族 3.CST: 清代
573.441
銓敘法規釋例彙編 / 銓敘部編 .-- 第
10 版 .-- 臺北市 : 銓敍部, 11101 .-18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9-01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考銓法規 2.CST: 公務人員法
規 3.CST: 中華民國 573.46023
*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第 17 案至第
20 案宜蘭縣選務實務 / 宜蘭縣選舉
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
縣選舉委員會, 11101 .-- 330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18-80-9 (平裝附
光碟片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公民投票 2.CST: 宜蘭縣
573.63
誰在統治地方 : 唐宋地方治理文化
打造史 / 盧建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暖暖書 屋文化 事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97-3-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地方自治 2.CST: 行政管理
3.CST: 唐代 4.CST: 宋代 575.2
(警專入學考)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
輯(含各科焦點速成、模擬試題、近
年試題詳解) / 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70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90-5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警政 575.8
(警專入學考)警專甲組超強金榜合
輯(含各科焦點速成、模擬試題、近
年試題詳解) / 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67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14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警政 575.8
精進校務發展研究計畫發表會論文
集. 110 年 / 馬心韻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行政警察
科, 11101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6-85-6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警政 2.CST: 警察教育 3.CST:
文集 575.807

法實證研究 : 原理、方法、應用 / 張
永健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2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76-4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2.CST: 實證研究 580.1

考前最後衝刺 : 警察法 / 呂文廷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
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1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7-090 (平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警政法規 575.81

法治與公民社會 / 莊明哲, 張淳翔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313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法治 2.CST: 法律社會學
580.1654

奔向戰場 : 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 / 張
登及, 左正東, 李大中, 黃介正, 何思
慎, 王冠雄, 譚瑾瑜, 林祖嘉, 魏艾, 帥
化民, 高長, 王信賢, 丁守中作 ; 財團
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64 面; 21 公
分 .-- (歷史與現場 ; 314) .-- ISBN 978626-335-008-3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政治 2.CST: 國際關係
3.CST: 兩岸關係 4.CST: 文集
578.07

信仰、儀式與秩序 : 近代臺灣漢人
社會的立誓 / 胡學丞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,
11103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(政治大學
史 學 叢 書 ; 34) .-- ISBN 978-62695253-7-9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法律社會學 2.CST: 文化研究
580.1654

外交年鑑. 中華民國 109 年 / 外交部
編 .-- 臺 北 市 : 中 華 民 國 外 交 部 ,
11012 .-- 72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47-44-1 (精裝) NT$860 普遍級
1.CST: 中華民國外交 2.CST: 年鑑
578.2058
國際公法 / 趙彥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828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法 579
國際/跨國環境法. 一 : 國際法、國內
法及其交錯 / 廖宗聖著 .-- 初版 .-- 嘉
義縣民雄鄉 : 廖宗聖, 11103 .-- 37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23-5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國際法 2.CST: 環境保護
579.948

法律
職場法律與個案研究 / 洪嘉仁編著 .- 二 版 .-- 新 北 市 : 松 根 出 版 社 ,
11102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57-7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法律 2.CST: 職場 3.CST: 個案
研究 5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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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學的想像. 第一卷, 大民法典 : 蘇永
欽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/ 蘇永
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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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7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65-1 (精裝)
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2.CST: 文集 580.7
法學的想像. 第二卷, 部門憲法 : 蘇永
欽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/ 蘇永
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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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6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66-8 (精裝)
NT$900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2.CST: 文集 580.7
法學的想像. 第三卷, 跨域教義 : 蘇永
欽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/ 蘇永
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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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6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67-5 (精裝)
NT$900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2.CST: 文集 580.7
法學的想像. 第四卷, 社科法學 : 蘇永
欽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/ 蘇永
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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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9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68-2 (精裝)
NT$1200 普遍級

1.CST: 法學 2.CST: 文集

580.7

*查良鑑董事長紀念專輯 / 謝鶯興
編 .-- 臺 中 市 : 東 海 大 學 圖 書 館 ,
11101 .-- 500 面; 25 公分 .-- (東海文庫
董事長篇 ; 1) .-- ISBN 978-957-548104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法學 2.CST: 文集 580.7
憲法講義 / 張嘉尹, 程明修, 陳清秀,
胡博硯, 宮文祥, 范文清, 范秀羽, 楊
奕華合著 ; 東吳公法中心憲法小組
主編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687-3 ( 平 裝 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中華民國憲法 581.21
(一般警察/警察特考)實用必備大法
官釋字工具書+精選題庫 / 林俐編
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1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24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中華民國憲法 2.CST: 憲法解
釋 581.23
(高普考)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+
精選題庫 / 林俐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923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華民國憲法 2.CST: 憲法解
釋 581.23
月旦小六法 / 陳聰富主編 .-- 三十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01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11-675-0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六法全書 2.CST: 中華民國法
律 582.18
基本六法 /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作 .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304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14-7374-1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六法全書 2.CST: 中華民國法
律 582.18
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/ 黃昭元, 蔡茂寅,
陳忠五, 林鈺雄編 .-- 四十七版 .-- 臺
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24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71-9 (平裝) NT$490 普遍級
1.CST: 六法全書 2.CST: 中華民國法
律 582.18

刑法分則. 上, 財產法益篇 = Strafrecht
besonderer teil 1 / 許澤天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75-7 (平裝) NT$530 普遍級
1.CST: 刑法分則 585.2
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3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- (麥田國
際 ; 8) .-- ISBN 978-626-310-187-6 (平
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軍事戰略 2.CST: 軍事史
3.CST: 中國 590.92

死刑的盡頭 : 人權公約下的死刑案
件判決樣貌與刑事法變遷 / 林慈偉
作 .-- [臺北市] : 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
盟, 11101 .-- 3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5305-7-7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死刑 2.CST: 國際人權公約
3.CST: 刑事法 585.51

阿富汗文件 : 從 911 反恐開戰到全面
撤軍,美國史上最長戰爭的真相解密
/ 克 雷 格 . 惠 特 洛 克 (Craig Michael
Whitlock)著 ; 張苓蕾, 黃妤萱, 鄭依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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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416 面; 22 公分 .-- (黑盒
子 ; 2) .-- ISBN 978-626-95589-5-7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戰史 2.CST: 阿富汗 3.CST: 美
國 592.916

互聯網金融創新刑事法律風險樣態
與系統防控策略研究 / 曹興華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6-167-2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金融自動化 2.CST: 金融犯罪
3.CST: 經濟刑法 4.CST: 風險管理
585.73
民事訴訟法 / 呂太郞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9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671-2 (平裝) NT$950 普遍級
1.CST: 民事訴訟法 586.1
如何打刑事官司 Q&A / 鼎昊法律事
務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出版
社, 111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1-257-7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刑事訴訟法 2.CST: 訴訟程序
3.CST: 問題集 586.2022
保險法學新思維與新境界 : 施文森
教授九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/ 施文森
教授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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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28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57-511-679-8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保險法規 2.CST: 文集
587.507

軍事
積極防禦 : 中國一九四九年以來進
化 的 軍 事 策 略 / 傅 泰 林 (M. Taylor
Fravel)作 ; 高紫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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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地/傳記類
史地總論
歷史是一雙靴子 / 磯田道史著 ; 黃鈺
晴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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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(Y!Torch ; 18) .-- ISBN 978-626-950165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史學 2.CST: 通俗作品 601

中國史
中國是什麼? = What is China? / 邱顯
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光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8 面; 23 公
分 .-- 中 英 對 照 .-- ISBN 978-62695078-9-4 (平裝) NT$49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610
被消失的中國史 : 戰國到楚漢相爭 /
白逸琦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出
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中華文明大系 ; 2) .-- ISBN 978986-178-585-1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610
*評<<史綱評要>> / 李志夫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
版部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596-400-9 (全套:平裝) NT$1200 普遍
級
1.CST: 史綱評要 2.CST: 史學評論
610.81

太喜歡歷史了 :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
史. 9, 明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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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2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46-2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2.CST: 通俗史話
610.9
帝相名臣的荒唐直播 : 愛貓去世舉
國哀悼、乳母加入後宮大亂鬥、以
宮刑為樂的變態帝王,你絕對想不到
的超狂古人生活! / 孟飛, 王宇主編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52-9 (平
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史 2.CST: 通俗史話
610.9

中國斷代史
毓老師講<<春秋公羊傳>> / 愛新覺
羅毓鋆講述 ; 蔡宏恩筆錄 ; 許晉溢整
理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奉元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337 面;
23 公分 .-- (奉元講義 ; 12) .-- ISBN
978-986-06924-6-4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公羊傳 2.CST: 注釋 621.712
兩宋史研究彙編 / 劉子健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69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224-9 ( 精 裝 )
NT$680 普遍級
1.CST: 宋史 2.CST: 文集 625.1007
朱家非比尋常的日常. 二, 挖掘明代
諸君的真實樣貌 / 胡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旗出版社出版 : 大都會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7-2-9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明史 2.CST: 通俗史話 626
大 清帝國的 衰亡 / 魏斐德(Frederic
Wakeman, Jr.)著 ; 廖彥博譯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80 面; 21 公分 .-(歷史與現場 ; 315) .-- ISBN 978-626335-012-0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清史 627

教科書裡沒說的近代史 / 劉觀其作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(汲古閣 ; 14) .-- ISBN 978-986-392407-4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近代史 2.CST: 晚清史 627.6
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 / 劉偉民
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
學政大出版社,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
心出版 :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, 11012 .- 680 面; 23 公分 .-- (政大人文系列叢
書) .-- ISBN 978-986-06740-9-5 (平裝)
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第二次世界大戰 2.CST: 中日
戰爭 3.CST: 史料 4.CST: 緬甸
628.58
檔案中的中國遠征軍 / 王文隆, 鄺智
文, 應俊豪, 周惠民著 ; 周惠民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
出版社,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出
版 :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, 11101 .-- 307
面; 23 公分 .-- (中國遠征軍系列叢
書) .-- ISBN 978-626-95670-0-3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1.CST: 第二次世界大戰 2.CST: 中日
戰爭 3.CST: 戰史 628.58

中國文化史
民族與文化 / 錢穆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 ISBN 978-957-19-3305-4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中華民族 2.CST: 中國文化
3.CST: 文集 630.7
民族與文化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 ISBN 978-957-14-7385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中華民族 2.CST: 中國文化
3.CST: 文集 630.7
從征服到改宗 : 伊斯蘭視野下的蒙
古帝國史 / 彼得.傑克森(Peter Jackson)
著 ; 廖素珊, 王紫讓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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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36-4-5 ( 平 裝 )
NT$7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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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蒙古族 2.CST: 蒙古史 3.CST:
伊斯蘭教 639.3

中國外交史
從「交鄰」到「封貢」 : 高麗與遼
朝交聘研究 / 陳俊達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(史學研究
叢 書 . 歷 史 文 化 叢 刊 ; 602024) .-ISBN 978-986-478-603-9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外交史 2.CST: 高麗 3.CST: 遼
代 641.16

中國史料
<<明熹宗實錄>>點校. 八(梁本卅八四三卷) / 林燊祿點校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稻鄉出版社, 11102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3-8-4 (平裝)
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明熹宗 2.CST: 實錄 654.68
<<明熹宗實錄>>點校. 十二(六七-七
二卷) / 林燊祿點校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稻鄉出版社, 11102 .-- 29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3-9-1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明熹宗 2.CST: 實錄 654.68

中國地方志
一氣通下上 : 清乾隆年間甘肅的蠹
捐與冒賑 / 林柏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讀歷史 ;
145)(人文史地類 ; PC1042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39-5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1.CST: 地方政治 2.CST: 賑災 3.CST:
貪瀆罪 4.CST: 清代 5.CST: 甘肅省
671.64
蒙古與伊斯蘭中國 : 一段貼近民族
心靈的旅程 / 楊海英著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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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3-95-9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1.CST: 種族 2.CST: 伊斯蘭教 3.CST:
歷史 4.CST: 蒙古 675.12

西藏,焚燒的雪域 : 一九四七年後的
西 藏 現 代 史 / 茨 仁 夏 加 (Tsering
Shakya)著 ; 謝惟敏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左岸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576 面; 23
公分 .-- (左岸歷史 ; 333) .-- ISBN 978626-95646-2-0 (平裝) NT$640 普遍級
1.CST: 現代史 2.CST: 二十世紀
3.CST: 西藏自治區 676.62
西藏旅行記 / 河口慧海著 ; 吳繼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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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 672 面; 21 公分 .-- (探險與旅行經典
文庫 ; 11) .-- ISBN 978-986-0767-77-3
(平裝) NT$780 普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西藏自治區
676.669

中國遊記
千年天涯 尋找鳩摩羅什 / 徐伯卿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八方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 (My style ; 37) .-- ISBN 978-986-381231-9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旅遊文學 3.CST:
絲路 690

世界史地
有趣到不想睡 世界史輕鬆讀 / 鈴木
旭著 ; 李雅婷, 劉愛夌譯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勁草生活 ; 493) .- ISBN 978-626-320-076-0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世界史 711
老師沒教的歷史腦補課 : 節日 x 建築
x 發明 x 文化,那個沒有 3C 產品的年
代,看古人如何從生活中找樂子 / 陳
深名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6 面; 21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051-2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世界史 2.CST: 通俗史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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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
978-626-329-105-8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世界史 2.CST: 漫畫 711
天真的目擊者 : 二次大戰的孩子們
最後的回憶錄 / 瑪莉蓮.亞隆(Marilyn
Yalom)著 ; 劉卉立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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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(貓頭
鷹書房 ; 65) .-- ISBN 978-986-262-5347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第二次世界大戰 2.CST: 回憶
錄 3.CST: 兒童 4.CST: 歐洲
712.847
歷史獵人 : 追尋世界的失落寶藏 / 奈
森 . 拉 伯 (Nathan Raab), 盧 克 . 巴 爾
(Luke Barr)著 ; 韓翔中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8-130-0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史料 2.CST: 手稿 3.CST: 世界
史 715
希利爾的世界地理 / 維吉爾.希利爾
著 ; 王奕偉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海
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103 .-272 面; 23 公分 .-- (汲古閣 ; 16) .-ISBN 978-986-392-406-7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世界地理 2.CST: 通俗作品
716
地底世界地圖 : 隕石坑、螢光蟲洞、
皇陵、古城、隧道、防空洞、地下
鐵、藏寶庫......探訪埋藏人類歷史與
記憶的地下殿堂 / 克里斯.費區(Chris
Fitch)著 ; 林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19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世界地理
718.5
孩子,謝謝你,陪著我們流浪 / 楊迷斯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6-01-7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文學 2.CST: 世界地理
719
是時候,讓自己踏上浪漫冒險了。 /
顏溫蒂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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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48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旅遊文學 2.CST: 世界地理
719
陳奮雄文集 : 國外史蹟勘考記 / 陳奮
雄著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490-192-0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旅遊文學 2.CST: 世界地理
719
轉角遇見魏斯.安德森 / 瓦利.柯沃
(Wally Koval)作 ; 陳若盈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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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6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78-6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安德森(Anderson, Wes, 1969- )
2.CST: 遊記 3.CST: 世界地理 719

海洋志
打造太平洋 : 追求貿易自由、捕鯨
與科學探索,改變人類未來的七段航
程 / 大衛.伊格勒(David Igler)著 ; 丁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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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3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3-82-9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航海 2.CST: 歷史 3.CST: 區域
研究 4.CST: 太平洋 721

亞洲史地
跨越世紀的亞洲觀光 : 明治.大正.昭
和,日本旅遊手冊中的世界 / 小牟田
哲彥著 ; 陳嫻若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.世
界史) .-- ISBN 978-957-05-3393-4 (平
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 2.CST: 日本史 3.CST: 亞
洲 731.1
京都力揭祕 / 柏井壽著 ; 游翔皓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35-4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歷史 3.CST:
日本京都市 731.752185
湄公河上的兩人旅行練習 / 吳文捷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沐風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輕旅行 ; 10) .-- ISBN 978-62695721-0-6 (平裝) NT$370 普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旅遊文學 3.CST:
中南半島 738.09
湄公河上的兩人旅行練習 = Travel
practice on the Mekong river / 吳文捷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開學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32 面; 15X17
公分 .-- (輕旅行 ; 10) .-- ISBN 978-98699872-7-1 (平裝) NT$370 普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旅遊文學 3.CST:
中南半島 738.09

臺灣史地
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 / 翁佳音著 .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
11101 .-- 340 面; 23 公分 .-- (專刊 ; 4) .- ISBN 978-626-7002-66-7 ( 精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史 733.21
陳奮雄文集 : 臺灣史論文集 / 陳奮雄
著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90-193-7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史 2.CST: 文集
733.2107
重寫中國 : 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
的中國敘事(1920-1945) / 羅詩雲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72-2-6 (平裝) NT$660 普
遍級
1.CST: 臺灣史 2.CST: 知識分子
3.CST: 中國研究 4.CST: 日據時期
733.28
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(臺議運)百
年展 / 立法院議政博物館編著 .-- 再
版 .-- 臺中市 : 立法院議政博物館,
11101 .-- 10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9-00-6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1.CST: 政治運動 2.CST: 議會政治
3.CST: 地方自治 4.CST: 日據時期
733.28
二二八反抗運動 : 臺灣爭取民主之
路 / 黃惠君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
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320 面; 22 公分 .-- 二二八事件 75 週
年增訂版 .-- ISBN 978-986-508-129-4
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二二八事件 2.CST: 臺灣史
733.2913
不沉默紀錄 : 屬於臺灣人的二二八
行動主義 / 林于玄, 張尹嚴, 徐祥弼,
陳玄博, 曾聖軒, 葉育昕, 蔡霖東, 廖
品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
社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76-14-9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1.CST: 二二八事件 733.2913
總統與我 / 張祖詒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社
會人文 ; BGB526) .-- ISBN 978-986525-449-0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蔣經國 2.CST: 臺灣史 3.CST:
臺灣政治 733.294
我一個人走走停停 / 米果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美麗田 ;
172) .-- ISBN 978-986-179-716-8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遊記 2.CST: 旅遊文學
733.69
本地 The Place : 台北 / 蔡瑞伶, 馮忠
恬, 顧瑋撰稿 ; 羅健宏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:
編集者 新聞社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101 .-- 1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2-85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旅遊 3.CST:
臺北市 733.9/101.4
百年街屋 / 李東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出色文化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Good life ; 58) .-- ISBN 978-6267065-12-9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房屋建築 2.CST: 人文地理
3.CST: 建築史 4.CST: 臺北市
733.9/101.4
找出新莊隱藏的客家人 / 新莊隱藏
客家人撰文 .-- 新北市 : 新莊社區大
學, 11101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453-4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客家 2.CST: 社會生活 3.CST:
人文地理 4.CST: 新北市新莊區
733.9/103.9/145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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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談基隆 : 漫遊千百年的文化與歷
史 / 臧振華, 戴寶村, 陳宗仁, 葉俊麟,
吳佰祿作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基隆市
文化局, 11101 .-- 136 面; 25 公分 .-(文心 叢刊 ; 316) .-- ISBN 978-9865417-28-4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歷史 2.CST: 考古遺址 3.CST:
文集 4.CST: 基隆市 733.9/105.2
GONG YU : 共育 / 戴秀真, 蔡好採訪 ;
郭璐茜編輯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Gong
Yu, 11101 .-- 9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03-0-0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基隆市
733.9/105.4
八斗好日子 : 森川里海在地生活誌 /
林鈺庭採訪撰文 .-- [基隆市] : 國立海
洋科技博物館 ; [臺北市] : 行政院農
業委員會林務局, 11012 .-- 136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18-1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人文地理 2.CST: 社會生活
3.CST: 基隆市 733.9/105.4
桃李成蹊 : 桃園文史藝術與社會研
究 / 皮國立, 何彩滿, 巫秀淇, 陳康芬,
鄭芳祥, 鄭政誠, 魏立心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喆閎人文工作室, 11012 .-272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268-2-9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歷史 2.CST: 人文地理 3.CST:
桃園市 733.9/109.2
翻閱城事 : 你不知道的中城小歷史 /
高禎臨, 蔡奇璋, 李晏佐, 鍾宛儒, 羅
凱瀚, 張加欣, 林韋錠, 王若楠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872-8-8 ( 平 裝 )
NT$370 普遍級
1.CST: 社會生活 2.CST: 生活史
3.CST: 人物志 4.CST: 臺中市中區
733.9/115.9/109.4
麻園村史 = History of Mayuan village /
劉揚琦, 劉芝麟, 劉義岳, 劉義群, 林
慧如, 黃淑莉, 蔡長廷, 謝侑均, 陳三
郎撰稿 ; 蔡長廷總編纂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,
11101 .-- 3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25-0-2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農村 2.CST: 歷史 3.CST: 人文
地理 4.CST: 雲林縣古坑鄉
733.9/123.9/119.2

驚豔阿塱壹 : 琅嶠-卑南古道 / 曾宏
泰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222) .-- ISBN 978-9860799-93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生態旅遊 2.CST: 阿塱壹古道
733.9/135.69

前進中東歐 : 轉型與發展 / 鄭得興等
著 ; 潘維大, 張家銘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松慧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4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599-971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區域研究 2.CST: 文集 3.CST:
中歐 4.CST: 東歐 744.07

山海無雙 : 國家公園替代役的山野
紀行 / 楊政峰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車
城鄉 : 楊政峰, 11101 .-- 255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22-8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文學 2.CST: 替代役
3.CST: 墾丁國家公園
733.9/135.9/133.6

捷克史 : 波希米亞的傳奇 / 周力行
作 .-- 增訂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6 面; 21 公
分 .-- (國別史) .-- ISBN 978-957-147378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捷克史 744.31

卑南鄉志 / 孟祥瀚計畫主持 ; 方鈞瑋
計畫協同主持 .-- 臺東縣卑南鄉 : 臺
東縣卑南鄉公所, 111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419-74-5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1100 普遍級
1.CST: 方志 2.CST: 臺東縣卑南鄉
733.9/139.9/111.1

歐洲史地
帝國的勝利 : 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
的羅馬世界 / 麥可.庫利科斯基
(Michael Kulikowski)著 ; 何修瑜譯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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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600 面;
23 公 分 .-- (Historia 歷 史 學 堂 ;
MU0050) .-- ISBN 978-986-0767-75-9
(平裝) NT$780 普遍級
1.CST: 羅馬帝國 2.CST: 歷史
740.2238
文明的腳印 / 肯尼斯.克拉克(Kenneth
Clark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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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4 .-- 352 面;
26 公分 .-- (Taste ; 17) .-- 50 週年經典
紀念版 .-- ISBN 978-986-384-681-9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文明史 2.CST: 藝術史 3.CST:
歐洲 740.3
(知識漫畫環遊世界)哈囉小梅子 : 坐
飛機到英國 / 徐智沅文 ; 尹玹宇圖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338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旅遊 2.CST: 漫畫 3.CST: 英國
741.89

里斯本尋寶記 / Podoal Friend 文 ; 姜
境孝圖 ; 徐月珠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60 面;
26 公分 .-- (世界歷史探險 ; 56) .-ISBN 978-957-658-753-5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歷史 2.CST: 漫畫 3.CST: 葡萄
牙里斯本 746.271

美洲史地
嬉皮、薩滿、遊牧人生 : 放逐拉丁
美洲 420 天 / 伊娃 Eva 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4-66-3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遊記 2.CST: 拉丁美洲 754.8

非洲史地
Shamwari 辛巴威日常缺貨中 / 林文
詠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滿地富生活
創意設計坊, 11102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70-0-2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文學 2.CST: 辛巴威
768.49

傳記
50 位偉大的工程師 : 他們的創造形
塑世界 / 保羅.維爾(Paul Virr), 威廉.
波特(William Potter)著 ; 彭臨桂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出版 : 大雁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4 .-2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405-3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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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工程師 2.CST: 世界傳記
781
大清十二鐵帽子王 / 高文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出版社, 11103 .-34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647-6-7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傳記 2.CST: 家族史 3.CST: 清
代 782.17
盛唐五人團 / 趙啟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啟動文化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3-130-9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唐詩 2.CST: 詩評 3.CST: 傳記
782.24414
北宋能臣范仲淹 / 林正國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4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5-38-2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(宋)范仲淹 2.CST: 傳記
782.8514
眇目傳神 : 金門重要古物「蔡復一
畫像」研究 / 盧泰康, 邵慶旺作 .-- 初
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
11101 .-- 20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8-63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(明)蔡復一 2.CST: 人物畫
3.CST: 圖像學 4.CST: 文物研究
782.866
太陽下的魯迅 : 魯迅與左翼文人 / 房
向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樂果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402 面; 23 公
分 .-- (樂生活 ; 53) .-- ISBN 978-9579036-40-5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周樹人 2.CST: 傳記 3.CST: 學
術思想 4.CST: 文學評論 782.884
我的師友梁啟超 / 吳其昌, 毛以亨原
著 ; 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新銳文創, 11102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 (血歷史 ; 211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540-94-4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梁啟超 2.CST: 傳記 782.884
新月邊的魯迅 : 魯迅與右翼文人 / 房
向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樂果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452 面; 23 公
分 .-- (樂生活 ; 52) .-- ISBN 978-9579036-39-9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
1.CST: 周樹人 2.CST: 傳記 3.CST: 學
術思想 4.CST: 文學評論 782.884
魯迅這座山 : 關於魯迅的隨想與雜
感 / 房向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
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446 面;
23 公分 .-- (樂生活 ; 50) .-- ISBN 978957-9036-37-5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周樹人 2.CST: 傳記 3.CST: 學
術思想 4.CST: 文學評論 782.884

1.CST: 大谷翔平 2.CST: 傳記 3.CST:
運動員 4.CST: 職業棒球 5.CST: 日本
783.18
我所走過的生命路 : 鄭明析先生傳 /
蔡至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80 面;
21 公分 .-- (哲學研究叢書. 宗教研究
叢刊 ; 702012) .-- ISBN 978-986-478606-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鄭明析 2.CST: 傳記 783.28

魯迅與胡適 : 立人與立憲 / 房向東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樂果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
公司發行, 11102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 (樂生活 ; 51) .-- ISBN 978-957-903638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周樹人 2.CST: 傳記 3.CST: 文
集 782.884

台灣超人影像書 / 李思敬 Jimmy 影像
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人美
力台灣 3D 協會出版 : 吉羊數位電影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96 面; 17X1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896-1-1 (精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人物志 2.CST: 攝影集 3.CST:
臺灣 783.318

戀愛中的魯迅 : 魯迅在廈門的 135 天
/ 房向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樂
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
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506 面;
23 公分 .-- (樂生活 ; 49) .-- ISBN 978957-9036-36-8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周樹人 2.CST: 傳記 3.CST: 文
集 782.884

我的學思歷程. 12 / 優席夫, 戴勝益,
簡又新, 陳郁秀, 許金川, 陳永儀作 ;
丁詩同主編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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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 (通識講座系列) .-- ISBN 978-986350-571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傳記 783.318

永遠的哥哥,張國榮 / 朱成哲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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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553-3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張國榮 2.CST: 傳記 3.CST: 香
港特別行政區 782.887

家族璀璨回憶錄 / 陳炳宏撰文 .-- 臺
北市 : 華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53-1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陳氏 2.CST: 臺灣傳記 3.CST:
家族史 783.37

晨曦碎語 : 我的精神自傳 / 蘇曉康
作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
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(蘇曉康作品集 ; 7) .-- ISBN
978-986-387-535-2 (平裝) NT$420 普
遍級
1.CST: 蘇曉康 2.CST: 傳記 3.CST: 學
術思想 4.CST: 文集 782.887
大谷翔平 : 天才二刀流挑戰不可能
的傳奇全紀錄 / 張尤金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奇光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3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69-3-0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
瘂弦回憶錄 / 瘂弦口述 ; 辛上邪記
錄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洪範書店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洪
範文學叢書 ; 361) .-- ISBN 978-957674-359-7 (平裝) NT$380 .-- ISBN 978957-674-360-3 (精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瘂弦 2.CST: 作家 3.CST: 回憶
錄 783.3886
七十倥傯 / 曾祥穎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7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27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曾祥穎 2.CST: 陸軍 3.CST: 自
傳 4.CST: 臺灣 783.3886
八十憶雙親、師友雜憶(合刊) / 錢穆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4 面; 21 公分 .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7390-1 (精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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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錢穆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大愛袂死招來榮光 : 黃招榮紀念文
輯 = Tōa Ài Bē Sí Chio Lâi Êng Kng :
N̂g Chiau Êng Kì liām Bûn chi̍p / 陳
金花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[臺南市] : 亞
細亞國際傳播社, 11101 .-- 2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28-0-9 (平裝)
NT$330 普遍級
1.CST: 黃招榮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文集 783.3886
余英時訪問記 / 李懷宇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(允晨
叢刊 ; 175) .-- ISBN 978-626-95094-9-2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余英時 2.CST: 訪談 3.CST: 臺
灣傳記 4.CST: 文集 783.3886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6) = The diaries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,1966 / 吳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13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91) .-- ISBN 978-626-7036-62-4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吳墉祥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臺灣史 4.CST: 史料
783.3886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7) = The diaries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,1967 / 吳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21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92) .-- ISBN 978-626-7036-63-1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吳墉祥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臺灣史 4.CST: 史料
783.3886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8) = The diaries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. 1968 / 吳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21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93) .-- ISBN 978-626-7036-64-8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吳墉祥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臺灣史 4.CST: 史料
783.3886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9) = The diaries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,1969 / 吳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21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94) .-- ISBN 978-626-7036-65-5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吳墉祥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臺灣史 4.CST: 史料
783.3886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70) = The diaries
of Wu Yung-hsiang at Taiwan,1970 / 吳
墉祥原著 ; 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(民國日
記 ; 95) .-- ISBN 978-626-7036-66-2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吳墉祥 2.CST: 臺灣傳記
3.CST: 臺灣史 4.CST: 史料
783.38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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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執子之手 / 彭海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雅歌出版社, 11102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927-41-6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彭海瑩 2.CST: 回憶錄
783.3886

我的足跡 / 張幸吉著 .-- 臺北市 : 致
出版, 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3-36-2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張幸吉 2.CST: 自傳 3.CST: 臺
灣 783.3886

從雕刻到領導工會 : 黃椿樣先生口
述訪談 / 黃椿樣口述 ; 陳淑美, 陳怡
君採訪 ; 陳怡君文字整理.編註 .-- 初
版 .-- 南投市 :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; 彰
化縣 : 彰化縣雕刻職業工會 : 彰化縣
職業勞工總工會 : 綠蝶科技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0097-8-2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1.CST: 黃椿樣 2.CST: 木雕 3.CST: 口
述歷史 4.CST: 訪談 5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
李應元 : 牽手一生護台灣 / 陳鴻達,
林啟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幸福綠
光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09-0-4 (平裝)
NT$520 普遍級
1.CST: 李應元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
雪泥鴻爪 : 簡太郎回首前塵 / 簡太郎
撰述 ; 李順德文字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53-8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簡太郎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
長島的故事 = The story of Long Island
/ 林錫智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4 .-- 4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36-8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林錫智 2.CST: 臺灣傳記
783.3886

曾經歲月 / 李偉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102 .-- 542
面; 23 公分 .-- (心靈勵志 ; 58) .-- ISBN
978-986-0762-20-4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1.CST: 李偉宗 2.CST: 回憶錄
783.3886

航運教父 : 林光老師紀念專書 / 王光
祥, 林見松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[基隆
市] :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媒體公關暨
出版中心, 11101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811-6-3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林光 2.CST: 教育家 3.CST: 航
運 4.CST: 臺灣傳記 783.3886

雙魚 B.理科市長 : 林右昌的人生進
擊 RPG / 林右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焦點系列 ; 18) .- ISBN 978-626-7014-37-0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林右昌 2.CST: 臺灣傳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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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/ 旮日羿.吉宏 Kaji Cihung
作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秀林鄉 : 旮日羿.
吉宏, 11012 .-- 2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
我是馬拉拉 / 馬拉拉.優薩福扎伊, 克
莉絲汀娜.拉姆著 ; 翁雅如, 朱浩一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(愛視界 ; 21) .-- ISBN 978-626-953715-0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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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CST: 優薩福扎伊(Yousafzai, Malala,
1997-) 2.CST: 傳記 3.CST: 巴基斯坦
783.728
不完美的墜落 : 羅伊.哈勒戴 / 陶德.
左勒茨基作 ; 王啟恩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堡壘文化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(入魂 ; 13) .-- ISBN 978-626-7092-095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哈勒戴(Halladay, Roy, 19772017.) 2.CST: 傳記 3.CST: 運動員
4.CST: 職業棒球 5.CST: 美國
785.28
打造最強大團隊 : 馬提斯的領導與
管理學 / 吉姆.馬提斯(Jim Mattis), 賓.
魏斯特(Bing West)作 ; 趙武靈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燎原出版, 11102 .-- 51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55-8-6 (平裝)
NT$590 普遍級
1.CST: 馬提斯(Mattis, James N.,
1950- ) 2.CST: 傳記 3.CST: 海軍陸戰
隊 4.CST: 領導者 5.CST: 美國
785.28
*活著的每一天 : 譚美.達克沃絲回憶
錄 / 譚美.達克沃絲(Tammy Duckworth)
著 ; 林凱雄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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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(美國學 ; 12) .-- ISBN 978-9860763-75-1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達克沃絲(Duckworth, Tammy,
1968-) 2.CST: 傳記 3.CST: 美國
785.28
美國首任總統喬治.華盛頓 : 當代民
主體制的奠基者 / 潘于真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84 面; 21 公分 .-- POD
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55-0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華盛頓(Washington, George,
1732-1799) 2.CST: 傳記 3.CST: 美國
785.28
桑塔格 / 本傑明.莫瑟(Benjamin Moser)
著 ; 堯嘉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
城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3 .-- 896 面; 21 公分 .-(衛城 Beyond ; 33) .-- ISBN 978-6267052-21-1 (平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桑塔格(Sontag, Susan, 19332004) 2.CST: 女作家 3.CST: 傳記
4.CST: 美國 785.28

無聲笑匠查理.卓別林 : 黑白底片中
的彩色人生,摩登時代的大藝術家 /
盧芷庭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0 面;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626332-045-1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卓別林(Chaplin, Charlie, 18891977) 2.CST: 傳記 785.28
族譜學論集 / 陳捷先作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84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聚
焦) .-- ISBN 978-957-14-7377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族譜 2.CST: 文集 789.107
高平范氏族譜 : 范朝亮公台灣大族
譜 / 范福堂編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范福堂, 11101 .-- 2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689-4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范氏 2.CST: 族譜 789.33

文物考古
文物拍賣大典. 2022 = 2022 Chinese
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auction / 魏麗
萍, 劉洋名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 900 面; 23 公分 .-- (Treasure ; 84) .-ISBN 978-626-7031-14-8 ( 平 裝 )
NT$2000 普遍級
1.CST: 古玩 2.CST: 拍賣 790
林雲騰、吳秀雲收藏專輯 : 玉韻人
生 = Collection album of Yun Teng Lin、
Hsiu Yun Wu : jade rhythm life / 林雲
騰, 吳秀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, 11102 .- 冊 .-- (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
會員研究收藏叢書 ; 6-1-6-2) .-- ISBN
978-986-99605-7-1 (第 1 集:精裝) .-ISBN 978-986-99605-8-8 (第 2 集: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古器物 2.CST: 蒐藏品 3.CST:
圖錄 791.3
回歸遺址專輯. 第三集 : 石器回家去
= Return to the site album. 3 : stoneware
go home / 林雲騰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 ,
11102 .-- 438 面; 30X22 公分 .-- (中華
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
藏叢書 ; 4-3) .-- ISBN 978-986-996054-0 (精裝) 普遍級

1.CST: 考古遺址 2.CST: 田野考古
3.CST: 臺灣 798.8033
回歸遺址專輯. 第五集 : 石器回家去
= Return to the site album. 5 : stoneware
go home / 林雲騰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 ,
11102 .-- 301 面; 30X22 公分 .-- (中華
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
藏叢書 ; 4-5) .-- ISBN 978-986-996056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考古遺址 2.CST: 田野考古
3.CST: 臺灣 798.8033
回歸遺址專輯. 第四集 : 石器回家去
= Return to the site album. 4 : stoneware
go home / 林雲騰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 ,
11102 .-- 386 面; 30X22 公分 .-- (中華
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
藏叢書 ; 4-4) .-- ISBN 978-986-996055-7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考古遺址 2.CST: 田野考古
3.CST: 臺灣 798.8033

語言/文學類
語言文字學
語言學概論 / 謝國平作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4-7382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語言學 800
六藝華語 / 王贊育, 林素菁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6-168-9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語文教學
802.03
現代語境中的國語文教育 / 劉怡伶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0 面; 23 公
分 .-- (語文教學叢書 ; 1100021) .-ISBN 978-986-478-609-1 ( 平 裝 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語文教學
3.CST: 文集 802.03
華語口語表達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/
張金蘭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正中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 23
公 分 .-- ( 對 外 華 語 文 教 學 研 究 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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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) .-- ISBN 978-957-09-1986-8 (平裝)
NT$24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口語教學
3.CST: 教學理論 4.CST: 教學研究
802.03
語法動起來. 2 / 戴金惠, 姚瑜雯, 于麗
萍, 邱新富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
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69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語法
802.03
閱讀與寫作通識講義 : 吳軍教你如
何建構理解力和表達力 / 吳軍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22-3 (平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教學 2.CST: 閱讀指導
3.CST: 寫作法 802.03
新訓詁學 / 蘇建洲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35-8 (平裝) NT$530 普遍級
1.CST: 訓詁學 802.1
有生命的漢字繪本 / 李雪娥, 李國英,
劉至瑜文 ; 張菀芹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有生命的漢字書坊, 11101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41-0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漢字 2.CST: 兒童讀物 802.2
最新標準國語辭典 / 世一文化編輯
群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16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37-1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詞典 802.3
(一般警察/警察特考)警察國文(作文、
公文與測驗)焦點複習 / 駱英, 歐恩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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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986-520-909-4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作文 3.CST: 公文
程式 802.7
字句鍛鍊法 / 黃永武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, 11102 .-448 面; 21 公分 .-- (洪範文學叢書 ;
147) .-- 定稿本 .-- ISBN 978-957-674358-0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修辭學 802.7

職場應用文 / 鄭建忠, 王釗芬, 林慶文,
吳萬居, 夏健文, 陳純禛, 謝慧暹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9548-65-6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應用文 3.CST: 寫
作法 802.7

1.CST: 弟子規 2.CST: 蒙求書 3.CST:
漢語 4.CST: 讀本 802.81

日記裡的秘密. 上, 日記寫作篇. 上 /
李婉菁, 李心銘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華以勒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 面;
30 公分 .-- (萌奇創藝語文. 作文系列
五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2375-8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寫作法 3.CST: 通
俗作品 802.71

當代中文課程. 2, 作業&漢字簿 = A
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. 2,
workbook & character workbook / 王慧
娟, 孫懿芬, 劉崇仁編寫 ; 鄧守信主
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
大學國語教學中心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48-18-4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48-19-1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48-20-7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48-21-4
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讀本 802.86

走走走!一起郊遊去!, 春季篇, 遊記寫
作篇. 上 / 李心銘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華以勒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
面; 30 公分 .-- (萌奇創藝語文. 作文
系列六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06237-6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寫作法 3.CST: 通
俗作品 802.71
修辭列國周遊記. 前篇, 修辭寫作篇.
上 / 李心銘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以勒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 面; 30
公分 .-- (萌奇創藝語文. 作文系列
九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2374-1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修辭學 3.CST: 寫
作法 4.CST: 通俗作品 802.75
儿童国学百课 / 蔡坚毅主编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101 .-300 面; 21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兒童國
學百課 .-- ISBN 978-626-95476-3-0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漢學 2.CST: 漢語 3.CST: 讀本
802.8
弟子規教學讀本. 初級一 / 華藏淨宗
學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法
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, 11103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58-5-5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弟子規 2.CST: 蒙求書 3.CST:
漢語 4.CST: 讀本 802.81
弟子規著色本. 初級一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,
11103 .-- 24 面; 32X22 公分 .-- (兒童
學經典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95758-0-0 (平裝) 普遍級

文言文很容易 / 段張取藝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drill ; 13) .- ISBN 978-626-95349-7-5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文言文 2.CST: 讀本 802.82

當代中文課程. 2, 課本 = A course in
contemporary Chinese. 2, textbook / 王
慧娟, 孫懿芬, 劉崇仁編寫 ; 鄧守信主
編 .-- 二版 .-- [臺北市] : 國立臺灣師
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48-14-6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7048-15-3 (第 2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48-16-0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7048-17-7
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漢語 2.CST: 讀本 802.86
千里音緣一線牽 : 2021 第四屆韓漢
語言學國際學術會議會後論文集 /
吳聖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學生書局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5-1882-4 (平
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語言學 2.CST: 韓語 3.CST: 漢
語 4.CST: 文集 803.07
NLP 日語快樂飛速學習法 / 黃中雍
著 .-- 二 版 .-- 臺 中 市 : 黃 欽 成 ,
11102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92-4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學習方法 803.1
零基礎日單 4000 : 不用背!你早就會
啦!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4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零基礎日
語 ; 1) .-- ISBN 978-986-246-676-6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349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詞彙 803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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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給無法完整說出一句日文的人(全
彩情境圖解版) / 清水裕美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
求人文化, 11103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599-0-9 ( 平 裝 )
NT$379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句法 803.169
日語研究室 : NHK 主播為你解析 110
個常見用語的緣由,理解曖昧日語的
思考、含意與運用方式 / NHK 廣播
室編 ; 許郁文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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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787-7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讀本 803.18
用日語說臺灣文化 : 探索寶島 = 日本
語で台湾を語る : 宝島再発見 / 葉秉
杰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60 面; 23 公分 .- (繽紛外語系列 ; 108) .-- ISBN 978986-5560-60-7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讀本 3.CST: 臺灣
文化 803.18
點餐.購物日本語 : 從菜單到購物清
單,教你一定要學會的日語怎麼說 /
康翰娜著 ; 陳靖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語研學院出版社, 11103 .-- 29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66-1-9 (平
裝) NT$499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讀本 803.18
職場日語語彙力 : 學會「日式思維」
換句話說,溝通無往不利 / 齋藤孝著 ;
吳羽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(EZ Japan 樂學 ; 27) .-ISBN 978-626-7089-18-7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詞彙 3.CST: 讀本
803.18
日本語基本 200 口語日語 : 跟日本人
拉近距離用這本就夠啦! / 尾崎一郎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實用日語 ; 5) .-- ISBN 978-986246-669-8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99 普
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會話 803.188
第一次日本自由行 / 潘彥芸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

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全民
學日語 ; 67) .-- ISBN 978-626-95467-32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旅遊 3.CST: 會話
803.188
JLPT 新日檢(N1 文法)5 週複習大作
戰 / 李曉東, 黃悅生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(原來
如此 ; J052) .-- ISBN 978-986-5507-985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法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日檢 N1 單字「情境」、「活用」一
起來,從此不再死背啦! / 吉松由美,
田中陽子, 西村惠子, 千田晴夫, 山田
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640 面; 21 公分 .-- (合格魔法
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-246-670-4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699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詞彙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挑戰日檢 N4N5 全真模擬題 : 完整全
六回攻略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/ 許
成美, 中澤有紀著 ; 李喬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0-104-6 (16K 平裝) 普
遍級
1.CST: 日語 2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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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4 / 吉松由美,
西村惠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日檢智庫 QR Code ; 7) .-- ISBN
978-986-246-671-1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49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法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超高命中率新制對應絕對合格!日檢
(文法、閱讀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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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464 面; 21 公
分 .-- (捷進日檢 ; 8) .-- ISBN 978-986246-674-2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99 普
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法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
新日檢制霸!N3 文法特訓班 / 永石繪
美, 溫雅珺, 蘇阿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JLPT 滿
分 進 擊 ) .-- ISBN 978-957-14-7373-4
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法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新制對應關鍵字版日本語圖像記憶
文法比較辭典! : N1,N2,N3,N4,N5 文
法辭典從零基礎到考上 N1 就靠這一
本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惠子,
千田晴夫, 大山合佳子, 山田社日檢
題庫小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
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4 .-- 624
面; 21 公分 .-- (山田社日語 ; 55) .-ISBN 978-986-246-677-3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620 普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語法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精修重音版
新制對應絕對合格!日檢必背單字
N1 : 附三回模擬考題 / 吉松由美, 西
村惠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624 面; 21 公分 .-(日檢智庫 QR 碼 ; 5) .-- ISBN 978-986246-673-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79 普
遍級
1.CST: 日語 2.CST: 詞彙 3.CST: 能力
測驗 803.189
圖解 4 堂課搞定韓語發音 / 崔峼熲
作 .-- 修訂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 (外語學習系列 ; 101) .-- QR Code
版 .-- ISBN 978-986-5560-62-1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韓語 2.CST: 發音 803.24
超人氣韓劇教你的實用韓文表達 :
秘密森林、太陽的後裔、孤單又燦
爛的神-鬼怪 / 南吉任, 金振雄, 宋賢
珠, 安意正, 黃恩夏作 ; 龔苡瑄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(EZ Korea ; 38) .-- ISBN 978-626-708934-7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韓語 2.CST: 讀本 803.28
新我的第一堂韓語課 / 游娟鐶作 .-修訂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繽
紛外語系列 ; 113) .-- ISBN 978-9865560-61-4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68

1.CST: 韓語 2.CST: 讀本

803.28

台文通訊 30 冬紀念特刊 = Tâi-bûn
Thong-sìn 30 Tang Kì-liām Te̍k-khan /
Tēⁿ Liông-kng (鄭良光), Tân-lûi (陳
雷)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亞細亞
國際傳播社, 11102 .-- 68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887-9-0 (精裝)
NT$680 普遍級
1.CST: 臺語 2.CST: 臺灣文學 3.CST:
文集 803.307
增進 10 倍!泰語字彙讀寫力 : 泰文怎
麼說、如何寫,一點就通! / 陸生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0-845-6 (平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CST: 泰語 2.CST: 詞彙 803.752
泰文字母聽.說.寫 : 把泰語老師帶回
家,31 堂課讓你看懂泰文說泰語! / 黃
則揚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
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44-9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泰語 2.CST: 讀本 803.758
*泰語 กจด. II : 掌握泰語,這本就夠 =
Thai กจด. II : master Thai,this is enough
= ไทย กจด. II / 時時泰泰語資源中心
編 輯 .-- 新 北 市 : 時 時 泰 工 作 室 ,
11101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83-8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泰語 2.CST: 讀本 803.758
泰語手札 : 提高你的泰語閱讀力 =
Thai reading note : increase your reading
ability = อ่า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/ 時時泰泰語
資源中心編輯 .-- 新北市 : 時時泰工
作室, 11101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83-9-5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1.CST: 泰語 2.CST: 讀本 803.758
零基礎高效學泰文 / 韓智恩
(Phimphisa Sanhirun), 倪玉慈作 .-- 臺
北市 : 活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41-0-4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泰語 2.CST: 讀本 803.758
讚啦!我成為印尼語導遊了! / 小 K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樹人出版,
11103 .-- 34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082-2-8 (平裝) NT$551 普遍級
1.CST: 印尼語 2.CST: 讀本
803.9118

Itu Takitudu sinpupuk'un tu qalinga 布農
族卓社群語錄 / Tanpilic Balincinan 洪
文和作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南投縣政
府原住民族行政局, 11012 .-- 27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22-90-5 (第
1 冊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.CST: 布
農語 803.993
我的第一本義大利語學習書 / 羅意
玟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布 可 屋 文 化 ,
11102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義語系
列 ; 1) .-- ISBN 978-986-5544-73-7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義大利語 2.CST: 讀本
804.68
英文 4 單位 / Mr. Nobody 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5-16-0 (平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學習方法 805.1
7000 單字帶著走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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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416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7-05-2 (平
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PVQC 汽車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含
自 我 診 斷 Demo 版 = Automobile
specialist & expert / e 檢研究團隊編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412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汽車 3.CST: 詞彙
805.12
用字首、字根、字尾熟記核心英單
3000 : 圖像故事串聯,3 倍速記憶不會
忘,從國中到大學一定要會的英文字
彙 / 李弘在著 ; 姜奕如, 談采薇譯 .-新北市 : 語研學院出版社, 11103 .-520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66-3-3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圖解第一本字根字首字尾單字書 /
許瑾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捷徑文化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36 面;
23 公分 .-- (原來如此 ; E254) .-- ISBN
978-986-5507-99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2
歡 樂 吟 唱 學單字 Chant,Chant / OnTime Office Solutions,Ltd.作.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240 面; 20X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71-40-3 (平裝附光
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語彙 3.CST: 童謠
4.SHTB: 語言文學--3-6 歲幼兒讀物
805.12
英文字源解剖全圖鑑 / 原島廣至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語研學院出版社,
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66-2-6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源學 805.121
套用、替換、零失誤的英文表達公
式 / 李玄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
際學村出版社, 11103 .-- 29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205-5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語法 805.16
彩 圖 初 級 英 文 文 法 Let's See! =
Grammar growth curve. 1 / Alex Rath
著 .-- 四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99-5 (16K
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語法 805.16
Key Sentence Structures 100 : 關鍵句型
100 / 郭慧敏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80
面; 26 公分 .-- (英語 Make Me High 系
列) .-- ISBN 978-957-14-7380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句法 805.169
英文素養寫作攻略 / 郭慧敏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英
語 Make Me High 系列) .-- ISBN 978957-14-7381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寫作法 805.17
旋元佑英文寫作 / 旋元佑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32-600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寫作法 805.17
中西節慶文化英語(寂天雲隨身聽
APP 版) = Eastern and western festivals
/ Pei-Chin Hsieh, Owain Mckimm 著 ;
Gina Wang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
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112 面; 26 公分 .-- 中日對照 .-- ISBN
978-626-300-098-8 (16K 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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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. 1, 閱讀技巧指
導 = Power English : reading skills / 林
素娥, 大衛.杜(David Doyle)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160
面; 31 公分 .-- (英語學習) .-- ISBN
978-626-7050-59-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. 2, 閱讀測驗攻
略 = Power English : reading skills / 林
素娥, 大衛.杜(David Doyle)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144
面; 31 公分 .-- (英語學習) .-- ISBN
978-626-7050-60-6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約拿與大魚 = Jonah and the fish / 希伯
崙編輯團隊編著 ; 巧巧小橘頭 GtallStudio 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
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103 .-- 40 面 ;
24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370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英文閱讀特訓班. 中級篇 / 希伯崙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
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39-4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連面試官都讚嘆的英語口試應考大
全 / May Lin, Amy Lovestrand 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104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虛擬點讀
筆版 .-- ISBN 978-626-95753-2-9 (平裝)
NT$37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喬 與 奧 立 弗 / 鄭 以 群 James Derek
Cheng 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鄭以
群, 1110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
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-9687-0 (平裝)
NT$2022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焦點英語閱讀. 1 :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
文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= Target
reading : 6 keys to comprehension. level
1 / Michelle Witte, Richard Luhrs,
Zachary Fillingham 著 ; 劉嘉珮, 林靜
慧, 房依潔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寂
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094-0 (16K 平裝) 普遍級
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

805.18

焦點英語閱讀. 2 :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
文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 = Target
reading. 2 = 6 keys to comprehension /
Michelle Witte, Richard Luhrs, Zachary
Fillingham 著 ; 劉嘉珮, 林靜慧譯 .-三版 .-- [臺北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0-103-9 (16K 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警用英文專業指引 / 陳允, 劉冠廷, 陳
彥嘉, 謝宜峯合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5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77-4 (平
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
IMO 初級航海英語會話 / 王鳳敏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5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7-575-4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航海 3.CST: 會話
805.188
可以馬上學會的超強生活美語 / 張
瑪麗, Scott William 合著 .-- 新北市 :
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英語系列 ; 77) .-- ISBN
978-626-95576-2-2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4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會話 805.188
史上最強 NEW GEPT 全民英檢中級
初試+複試 5 回模擬試題+解析 / 楊舒
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
有限公司, 11104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753-1-2 (平裝附光
碟片) NT$44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讀本 805.1892
史上最強 NEW GEPT 全民英檢中級
單字+文法 / 劉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4 .-448 面 ; 23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753-0-5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3.CST: 語法
805.1892
英檢高級必考 4000 單字 / 孫敏華著 .- 新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102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(英檢系列 ; 9) .-- ISBN
978-986-5544-72-0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英語 2.CST: 詞彙 805.1892

TOEFL 托福字彙. 下冊 / 李英松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李昭儀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43-9676-4 (全套:
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托福考試 2.CST: 詞彙
805.1894
Dr.TOEIC 多益教授的全新制多益 5
回全真模擬試題+解析 / 金映權, 朴
梓亨, 金起漢合著 ; 林建豪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102 .-- 7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68-9-5 (平裝) NT$699 普遍級
1.CST: 多益測驗 805.1895
Dr.TOEIC 多益教授的全新制多益單
字 + 片 語 + 句 型 / 張 重 維 , Jennifer
Thaler 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512 面; 26 公
分 .-- 虛擬點讀筆版 .-- ISBN 978-62695753-3-6 (平裝) NT$449 普遍級
1.CST: 多益測驗 805.1895
新制多益 850 超命中攻略 : 搶分密技
+3 回擬真試題(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)
/ Kim, Byunggi, Lee, Kwan-woo 著 ; 關
亭薇, 黃詩韻, 林育珊, 蘇裕承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80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0-101-5 (16K 平裝) 普
遍級
1.CST: 多益測驗 805.1895
新制多益必勝 5 回滿分實戰攻略 : 黃
金 試 題 1000 題 ( 試 題 + 解 析 雙 書
版)(寂天雲隨身聽 APP) / PAGODA
Academy 作 ; 蔡裴驊, 關亭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59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0-100-8 (16K 平裝) 普
遍級
1.CST: 多益測驗 805.1895
*信不信由你 一週學好現代希伯來
語字母(QR Code 版) / 許史金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繽紛外
語 ; 112) .-- ISBN 978-986-5560-58-4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希伯來語 2.CST: 字母
807.61

文學
非連續文本 : 原來這麼回試 / 游適宏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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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79-2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文本 2.CST: 文本分析 812
波赫士談詩論藝 / 波赫士(Jorge Luis
Borges)著 ; 陳重仁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師
名作坊 ; 186) .-- ISBN 978-626-335006-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詩評 812.18
小說創作之理論與實務 / 蔡輝振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184 面; 23 公分 .-- (文
學實務叢書 ; 1213) .-- ISBN 978-9865575-77-9 (平裝) NT$490 普遍級
1.CST: 小說 2.CST: 寫作法 812.71
長篇小說寫作聖經 / 珍妮.布洛威
(Janet Burroway)著 ; 吳煒聲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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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 (NEW 不歸類 ; 46) .-- ISBN 978-626310-193-7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小說 2.CST: 寫作法 812.71
在裡面也在外面 : 蘇善讀評兒童文
學 / 蘇善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
少年, 11104 .-- 140 面; 21 公分 .-- (兒
童文學 ; 58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626-95166-6-7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兒童文學 2.CST: 文學評論
815.92

中國文學
中國文學的美感 / 柯慶明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488 面; 21 公分 .-(聯經評論) .-- ISBN 978-957-08-6193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學 2.CST: 文學美學
3.CST: 文學評論 820.7
中國文學論叢 / 錢穆作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
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9-3304-7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學 2.CST: 文學評論
820.7

中國文學論叢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
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384-0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學 2.CST: 文學評論
820.7
斯「文」各主張 : 小品論述在民國 =
The various positions on the wen :
xiaopin discourse in Republican China /
劉佳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, 11012 .-- 325 面;
21 公分 .-- (民國論叢 ; 8) .-- ISBN 978626-7036-60-0 (精裝) NT$47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文學史 2.CST: 現代文學
3.CST: 散文 4.CST: 文學評論
820.908
中國新詩百年名家作品欣賞 / 陳福
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
社, 11101 .-- 37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
叢刊 ; 452) .-- ISBN 978-986-314-586-8
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新詩 2.CST: 詩評 821.88
四弦齋辭賦論稿 / 陳姿蓉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6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80-8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1.CST: 辭賦 2.CST: 文學評論 822

中國文學別集
藝術.文物.倫理 : 沈從文的博物文化
之旅 / 陳慧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300 面; 23 公分 .-- (文學研究叢書. 現
代文學叢刊 ; 806010) .-- ISBN 978986-478-602-2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沈從文 2.CST: 文學理論
3.CST: 文學評論 848.6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各體文學
周夢蝶詩集精選暨荷蘭詩人漢樂逸
英譯 = Zhou Mengdie : 41 poems / 周夢
蝶著 ; 漢樂逸(Lloyd Haft)選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489-593-9
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
851.486
逸讀周夢蝶 : 荷蘭詩人漢樂逸解讀
周夢蝶 / 漢樂逸(Llyod Haft)著 ; 董恒
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94-6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周夢蝶 2.CST: 詩評 3.CST: 文
集 851.486
Cy Twombly 的郵戳 / 少況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2 .-- 336
面; 21 公分 .-- (貓空-中國當代文學典
藏叢書 ; 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445-620-8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851.487
楊逸吟草 / 楊逸作 .-- 初版 .-- [桃園
市] :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; 臺北
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1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(昌明文
叢 ; A9900009) .-- ISBN 978-986-496596-0 (平裝) 普遍級
851.487
我在人間拾溫柔 / 伊芙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書 ; 第 5006 種)(有時 ; 18) .-- ISBN
978-957-33-3851-2 (平裝) 普遍級
855
我喜歡你的奇奇怪怪 / 原來是柒公
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88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25-6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855
誰最會享受人生 / 林語堂著 .-- 初
版 .-- [新北市] : 新視野 New Vision,
11104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84-4-6 (平裝) 普遍級
855
魯迅雜文全集 : <<南腔北調集>><<
三閒集>><<二心集>> / 魯迅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103 .-- 41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3-70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855
願所有相遇,都恰逢其時 / DTT 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198-5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8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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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趣的對聯小故事 / 李屹之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德威國際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 (生活啟視路 ; 26) .-- ISBN 978-9865538-51-4 (平裝) 普遍級
856.6
魯迅經典小說合集(收錄阿 Q 正傳等
25 篇小說) / 魯迅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(典藏經典 ; 155) .-ISBN 978-986-178-583-7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57.63
亡靈女巫逃亡指南 / 魔法少女兔英
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
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
11104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4-83-2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857.7
大訟師 / 莫風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東 佑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103 .-冊 .-- (小說 house 系列 ; 519-528) .-ISBN 978-986-467-323-0 (第 1 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24-7 (第
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467-325-4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467-326-1 (第 4 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27-8 (第
5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467-328-5 (第 6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467-329-2 (第 7 冊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467-330-8 (第
8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467-331-5 (第 9 冊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467-332-2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270 普遍級
857.7
大器婉成 / 夏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(文創風 ; 1039-1040) .-- ISBN 978-986509-297-9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09-298-6 (下冊:平裝)
NT$260 普遍級
857.7
小漁娘大發威 / 元喵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 冊 .-- (文創風 ; 1041-1044) .-- ISBN
978-986-509-299-3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09-300-6 (第
2 冊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09-301-3 (第 3 冊:平裝) NT$270 .--

ISBN 978-986-509-302-0 (第 4 冊:平裝)
NT$270 普遍級
857.7
天堂旅行團 = Always will,always have
/ 張嘉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
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文學森林 ; LF0154) .-ISBN 978-626-7061-12-1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857.7
月老套路深 / 春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冊 .-- (文創風 ; 1032-1033) .-- ISBN
978-986-509-290-0 ( 上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91-7 (下
冊: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857.7
世界 / 南派三叔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
11103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87-1 (平裝) 普遍級
857.7
世界微塵裡 / 木浮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5613 (上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626-311-562-0 (下冊:平裝) NT$260 普
遍級
857.7
光之祭司 = Priest of light / 香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
出版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
11102 .-- 224 面; 20 公分 .-- (fresh ;
FS192-) .-- ISBN 978-986-06010-8-4 (第
7 冊:平裝) NT$199 普遍級
857.7
地下紫禁城. I, 迷宮 / 簡千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新人間 ; 344) .-- ISBN 978-626335-027-4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57.7
地下紫禁城. II, 邪靈 / 簡千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6 面; 21 公
分 .-- (新人間 ; 345) .-- ISBN 978-626335-028-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57.7

地下紫禁城. III, 還魂 / 簡千艾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(新人間 ; 346) .-- ISBN 978-626335-029-8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57.7
竹馬不開竅 / 花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6701-E116704) .-ISBN 978-986-527-437-5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438-2 (卷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439-9 (卷 3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86-527-440-5 (卷 4:平裝) NT$270 普
遍級
857.7
老舍作品精選. 9 : 牛天賜傳 / 老舍
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5-74-1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57.7
和樂農農 / 舒奕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(文創風 ; 1048-1050) .-- ISBN 978-986509-306-8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09-307-5 (第 2 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308-2 (第
3 冊: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857.7
孟婆傳奇. 南葵篇 / 李莎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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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44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6-02-8 (精
裝) NT$550 普遍級
857.7
怪奇博物館. 203, 鬼媳婦 / 夜不語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怪奇博物館) .-- ISBN 978-957741-494-6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857.7
抵岸 / 陳志勇文.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136 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6-59-2 (精裝) NT$650 普遍級
857.7
爬牆逗妻 / 水初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96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7101) .72

- ISBN 978-986-527-446-7 ( 平 裝 )
NT$270 普遍級
857.7
玩家凶猛 / 黑燈夏火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5514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552-1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 ISBN 978-626-311-553-8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545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555-2 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
普遍級
857.7
長公主 / 墨書白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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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06-342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06-343-6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06-362-7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363-4 (第 4 冊:
平裝) 普遍級
857.7
穿越全靠王爺罩 / 九月霜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102 .-- 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6601E1166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433-7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434-4 (卷 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
978-986-527-435-1 (卷 3:平裝) NT$270
普遍級
857.7
娘子馴夫放大絕 / 淺語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102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1035-1038) .- ISBN 978-986-509-293-1 (第 1 冊:平
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09-2948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986-509-295-5 (第 3 冊:平裝) NT$280 .- ISBN 978-986-509-296-2 (第 4 冊:平
裝) NT$280 普遍級
857.7
草莓印 / 不止是顆菜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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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6-347-4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348-1 (第 2 冊:
平裝) 普遍級
857.7
逆天成神 / 驚蟄落月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601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602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 ISBN 978-626-311-603-0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6047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605-4 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
普遍級
857.7
逆時偵查. 2, 時間的主人 / 張小貓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89-2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857.7
追妻寵成災 / 墨時綰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6901-E116902) .- ISBN 978-986-527-441-2 (上冊:平裝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442-9 (下
冊: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57.7
御天狂帝 / 驚蟄落月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556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557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180 .- ISBN 978-626-311-558-3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590 (第 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560-6 (第 5 冊:平裝) NT$180
普遍級
857.7
替天行盜. 第二輯 / 石章魚著 .-- 臺北
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25-567 (第 1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626-7025-57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290 .- ISBN 978-626-7025-58-1 (第 3 冊:平
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598 (第 4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626-7025-60-4 (第 5 冊:平裝) NT$290 .- ISBN 978-626-7025-61-1 (第 6 冊:平
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628 (第 7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626-7025-63-5 (第 8 冊:平裝) NT$290 .- ISBN 978-626-7025-64-2 (第 9 冊:平
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659 (第 10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626-7025-66-6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
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67-3 (第
12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

7025-68-0 (第 13 冊:平裝) NT$290 .-ISBN 978-626-7025-69-7 (第 14 冊:平
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626-7025-703 (第 15 冊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626-7025-71-0 (第 16 冊:平裝) NT$290
普遍級
857.7
欺負龍的都有病 / 一個精神病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威 向 有 限 公 司 ,
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
都)(米國度書系 ; B0077) .-- ISBN 978986-505-236-2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857.7
欽天監 / 西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洪範書店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(洪範文學叢書 ; 362) .-ISBN 978-957-674-361-0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857.7
貴夫幫轉運 / 漁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6501-E116502) .-ISBN 978-986-527-431-3 (上冊:平裝)
NT$290 .-- ISBN 978-986-527-432-0 (下
冊:平裝) NT$290 普遍級
857.7
貴命小通房 / 醉明朝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5701-E115702) .- ISBN 978-986-527-418-4 (下冊:平裝)
NT$290 .-- ISBN 978-986-527-417-7 (上
冊:平裝) NT$290 普遍級
857.7
飯香滿門 / 紫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冊 .-(文創風 ; 1045-1047) .-- ISBN 978-986509-303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09-304-4 (第 2 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305-1 (第
3 冊: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857.7
農女有福孕 / 賜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5801-E115805) .-ISBN 978-986-527-416-0 (卷 5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415-3 (卷
4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414-6 (卷 3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986-527-413-9 (卷 2:平裝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27-412-2 (卷 1:平裝)
NT$270 普遍級
73

857.7
醋夫寵妻 / 朝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4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5201) .-ISBN 978-986-527-410-8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57.7
靠山是隻狼 / 冰豆咖啡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 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6301E1163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428-3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429-0 (卷 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
978-986-527-430-6 (卷 3:平裝) NT$270
普遍級
857.7
燈塔守望者 : 少年冰心 / 邱偉壇著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
11101 .-- 17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76-5-4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57.7
錦衣御食 / 林上清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冊 .-- (藍海系列 ; E116201-E116205) .- ISBN 978-986-527-423-8 (卷 1:平裝)
NT$290 .-- ISBN 978-986-527-424-5 (卷
2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-986-527425-2 (卷 3:平裝) NT$290 .-- ISBN 978986-527-426-9 (卷 4:平裝) NT$290 .-ISBN 978-986-527-427-6 (卷 5:平裝)
NT$290 普遍級
857.7
總選第一名和第二名在談戀愛 / 茶
深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栗子文創工
作室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95033-4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350 .-ISBN 978-626-95033-5-3 (第 2 冊:平裝)
NT$350 .-- ISBN 978-626-95033-6-0 (全
套:平裝) 限制級
857.7
懷孕機率 / 一雁不成夏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 (架空之都)(米國度書系 ; B0071B0072) .-- ISBN 978-986-505-230-0 (上
冊 : 平 裝 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505-231-7 (下冊: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857.7
羶臊味之吻 = Allopatric divine kiss /
稀客馬尼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
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16 面;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99-0 (平
裝) NT$420 普遍級
857.7
繼妻要和離 / 蕭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- 冊 .- ( 藍 海 系 列 ; E117001-E117003) .-ISBN 978-986-527-443-6 (卷 1:平裝)
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-444-3 (卷
2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-527445-0 (卷 3:平裝) NT$270 普遍級
857.7
魔法的若干種錯誤使用方式 =
Several wrong uses of magic / 肚皮三層
肉作 .-- 再版 .-- 桃園市 : 栗子文創工
作室, 11101 .-- 28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3-7-7 (平裝) NT$350 限
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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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553-7-6 (第 4 冊:平
裝) 普遍級
857.7
新武俠風雲錄 : 名家名作風雲 / 林保
淳, 陳墨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4 面; 15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5-72-7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武俠小說 2.CST: 文學評論
857.9

兒童文學
公主訓練班. 3, 希望的種子 / 耿啟文
作 ; 瑞雲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6 面;
20 公分 .-- (公主訓練班 ; 3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539-2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859.6
竹籤裡的甜精靈 / 吉葡樂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101 .-172 面 ; 20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76-6-1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59.6

東方文學
86-不存在的戰區. Ep.10, Fragmental
neoteny / 安里アサト作 ; 可倫譯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103 .-- 360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626-321-274-9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GOBLIN SLAYER!哥布林殺手外傳.
2, 鍔鳴的太刀 / 蝸牛くも作 ; Runoka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54-0 (中冊:
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 / 三嶋与夢作 ; 王啟華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2-3219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2322-6 (第 6 冊:平裝限定版) 普遍級
861.57
小小世界 / 一穂 ミチ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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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3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80-9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小書痴的下剋上 : 為了成為圖書管
理員不擇手段!. 第五部, 女神的化身.
II / 香月美夜著 ; 許金玉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書 ; 第 5011 種)(mild ; 42) .-- ISBN 978957-33-3852-9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失控的照護 / 葉真中顯著 ; 張宇心
譯 .-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
有限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JJJ ; 15) .-- ISBN 978-626-95016-6-3
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61.57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 / ざ
っぽん作 ; 李君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296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276-3 (第
8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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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/ りゅらせん
ひろつぐ作 ; 李殷廷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2-4452 (第 1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2446-9 (第 15 冊:平裝特別版) 普遍級
861.57
自轉公轉 / 山本文緒著 ; 葉韋利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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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126-1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861.57
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!? / 望公太
作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6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78-7 (第
3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告白預演系列. 14, 告白執行委員會
青春偶像系列 羅密歐 / HoneyWorks
原案 ; 香坂茉里作 ; 咖比獸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103 .-- 308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626-321-280-0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我永遠不會忘記.燦爛一瞬間的妳 /
冬野夜空著 ; 林孟潔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Dear ; 3) .- ISBN 978-957-33-3856-7 (平裝) 普遍
級
861.57
我的幸福婚約 / 顎木あくみ著 ; 許婷
婷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6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94-7 (第 5 冊:
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我們的重製人生 / 木緒なち作 ; 陳冠
安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3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700 (第 5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我們需要死亡遊戲的原因 / 持田冥
介著 ; 林佩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5009
種)(異文 ; 9) .-- ISBN 978-957-33-38550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那一日,我不再是我 / 松村涼哉著 ; 何
陽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93-0 (平裝)
普遍級
861.57
那些得不到保護的人 / 中山七里著 ;
劉姿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41-6 (平裝書腰版) NT$430 普遍級
861.57
使命與心的極限 / 東野圭吾著 ; 劉姿
君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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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東野圭吾作品集 ; 14) .-ISBN 978-626-7073-37-7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861.57
妻子從不忘記 / 矢樹純著 ; Rapp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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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E Fiction ; 47) .-- ISBN 978-6267073-32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1.57
咦,一手包辦公司系統的我被開除了
嗎? / 下城米雪作 ; 馮鈺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103 .-- 354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626-321-282-4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
級
861.57
界線 / 中山七里著 ; 劉姿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39-3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861.57
美麗的他. 3, 苦惱的他 / 凪良ゆう作 ;
倚風沐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1 面;
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26-4 (平
裝) 普遍級
861.57
美麗的他. 外傳 : Interlude / 凪良ゆう
作 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63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257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除了我之外,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
喜劇 / 羽場楽人作 ; K.K.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80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283-1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接著,只要再貼上一枚郵票 / 小川洋
子, 堀江敏幸著 ; 蘇文淑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40-9 ( 平 裝 )
NT$520 普遍級
861.57
無罪之日 / 早見和真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
版發行, 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6-488-8 (平裝) 普遍
級
861.57
無職轉生 :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
事 /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; 陳柏伸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3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286-2 (第 25 冊:平裝) 普
遍級
861.57
間諜教室. 3, 「忘我」安妮特 / 竹町
作 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42 面;
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287-9 (平
裝) 普遍級
861.57
徬徨之刃 / 東野圭吾著 ; 劉珮瑄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皇
冠叢書 ; 第 5008 種)(東野圭吾作品
集 ; 1) .-- ISBN 978-957-33-3858-1 (平
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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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1.57
楊照談川端康成 : 日本文學名家十
講. 4 / 楊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3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Great! ;
7206) .-- ISBN 978-626-310-184-5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川端康成 2.CST: 傳記 3.CST:
日本文學 4.CST: 文學評論 861.57
楊照談芥川龍之介 : 日本文學名家
十講. 3 / 楊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GREAT! ;
7205) .-- ISBN 978-626-310-183-8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1.CST: 芥川龍之介 2.CST: 傳記
3.CST: 日本文學 4.CST: 文學評論
861.57
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/ 寿安
清作 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6 面;
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289-3 (第
11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賢勇者艾達飛基.齊萊夫的啟博教覽
痛 : 愛徒沙優娜與這次先放你一馬 /
有象利路作 ; 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28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290-9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鐵鼠之檻 / 京極夏彥著 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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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冊 .-- (京極
夏彥作品集 ; 6-7) .-- ISBN 978-6267073-34-6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480 .-ISBN 978-626-7073-35-3 (下冊:平裝)
NT$480 .-- ISBN 978-626-7073-36-0 (全
套:平裝) 普遍級
861.57
樂讀日本民間故事選(寂天雲隨身聽
APP 版) / 今泉江利子, 須永賢一, 津
田勤子著 ; 林雪星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
市]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日中對

照 .-- ISBN 978-626-300-105-3 (20K 平
裝) 普遍級
861.58

978-626-321-284-8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
級
861.59

ReLIFE 重返 17 歲 / 夜宵草原作 ; 蒔
田陽平小說 ; 貓頭鷹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2-3233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2324-0 (第 5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9

新世紀福音戰士 ANIMA / khara 原作 ;
山下いくと作 ; 薛智恆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2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288-6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9

一房兩廳三人行. 4, 三個結局,即為四
人的未來 / 福山陽士作 ; 陳士晉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60 面; 19 公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626-321-275-6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9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/ 八ツ橋皓
作 ; 黃品玟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22-319-6 (第 6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2-320-2 (第 6
冊:平裝限定版) 普遍級
861.59
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 / 長岡マ
キ子作 ; Shaunte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292 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n 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277-0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9
告 白 預 演 系 列 . 13, 東 京 Summer
Session / HoneyWorks 原案 ; 香坂茉里
作 ; 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2 面;
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279-4 (平
裝) 普遍級
861.59
怕痛的我,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/ 夕
蜜柑作 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92
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626-321-281-7 (第
12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1.59
救了想一躍而下的女高中生會發生
什麼事? / 岸馬きらく作 ; 林孟潔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31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
大屁股警長. 1, 掙脫謎團!詭譎的神
偷千面俠 vs.世界偉人 / 小室尚子文 ;
高井喜和圖 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104 面; 21 公
分 .-- (繪童話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7050-65-1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1.596
大屁股警長. 2, 破解懸案!狡猾的怪
客剪刀手 vs.歷史名人 / 小室尚子文 ;
高井喜和圖 ; 李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104 面; 21 公
分 .-- (繪童話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7050-66-8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1.596
厄里斯的聖杯 / 常磐くじら作 ; 賴詠
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44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27-1 (第 3 冊:
平裝) 普遍級
861.596
月之丘魔法寶石店. 4, 魔法畫筆和幸
福咒語 / 安晝安子作.繪 ; 胡慧文譯 .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128 面; 20 公分 .-- (優
讀本 ; 183) .-- ISBN 978-957-521-540-8
(精裝) NT$280 普遍級
861.596
家裡的小妖怪. 2 : 幽靈電話 / 齊藤洋
作 ; 宮本悅美繪 ; 伊之文譯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小妖怪系列 ; 14) .- ISBN 978-957-658-759-7 ( 精 裝 )
NT$260 普遍級
861.596
野貓軍團和金色魔法師 / 工藤紀子
作.繪 ; 黃惠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338-470-0 ( 平 裝 )
NT$23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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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1.596
餐廳裡的小妖怪 : 迴轉過頭壽司店 /
齊藤洋作 ; 宮本悅美繪 ; 伊之文譯 .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104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小妖怪系
列 ; 15) .-- ISBN 978-957-658-769-6 (精
裝) NT$260 普遍級
861.596
大口大口吃掉一半 / 渡邊鐵太文 ; 南
伸坊圖 ; 許婷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40 面; 26 公分 .-- (iREAD) .-- ISBN
978-626-307-530-6 (平裝) 普遍級
861.599
大家來蓋房子! / 竹下文子作 ; 鈴木
守繪 ; 朱燕翔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2 面; 26X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338-471-7 (精裝)
NT$300 普遍級
861.599
水蜜桃妹妹 / 佐藤芽實作 ; 王蘊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剛好國際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 面; 23X23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4959-0 (精裝) NT$290 普遍級
861.599
吵架了,怎麼辦? / 笠井真理文 ; 北村
裕花圖 ; 蘇懿禎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 (精選圖畫書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7050-68-2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861.599
狐狸也會用手機嗎? / 井本蓉子作 ;
柯慧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0 面;
24X24 公分 .-- (童心園 ; 230) .-- ISBN
978-986-507-729-7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61.599
挖土機,出發! / 竹下文子作 ; 鈴木守
繪 ; 朱燕翔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 32 面; 26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338-475-5 (精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SHTB: 認知發展--3-6 歲幼兒讀物
861.599

飛鼠郵差 / 福澤由美子文.圖 ; 黃立忻
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九童國際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 面; 26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442179-4 (精裝) NT$25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61.599
飛鼠郵差和迷路的馴鹿 / 福澤由美
子文.圖 ; 黃立忻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442-180-0 ( 精 裝 )
NT$25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61.599
飛鼠郵差和給米米的禮物 / 福澤由
美子文.圖 ; 黃立忻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442-181-7 ( 精 裝 )
NT$25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61.599
香蕉事件 / 高畠那生文.圖 ; 米雅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拾光工作室,
11102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(繪本屋 ;
15) .-- ISBN 978-986-98736-5-9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1.SHTB: 認知發展--3-6 歲幼兒讀物
861.599
神奇的藍色水桶 / 成田雅子文.圖 ; 鄭
如峰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4 面; 25
公分 .-- (小魯繪本時間 ; PT03R)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43-89-9 (精裝)
NT$350 普遍級
861.599
第一次王國. 3, 一日動物園驚魂 /
Tojo-San 作 ; 立本倫子繪 ; 蘇懿禎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4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7050-69-9
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1.599
最喜歡媽媽了! / 宮西達也圖.文 ; 劉
康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32 面; 24
公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 APW069N) .- ISBN 978-626-7043-98-1 ( 精 裝 )
NT$350 普遍級

861.599
超神奇蠟筆 / 宮西達也文.圖 ; 陳瀅如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0 面; 24 公
分 .-- (小魯繪本世界 ; APW064N) .-ISBN 978-626-7043-87-5 ( 精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61.599
當天使飛過人間 / 田中伸介圖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4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(創
意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5576-62-2
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61.599
150cm life. 3 / 高木直子圖.文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44 面; 19 公分 .-- (Titan ;
141) .-- ISBN 978-986-179-714-4 (平裝
贈品版) NT$280 普遍級
861.6
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進 / 金草葉
著 ; 胡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小說精選) .-- ISBN
978-957-08-6200-3 (平裝) 普遍級
862.57
災難觀光團 : 命懸一線的旅程即將
出發 / 尹高恩著 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寂寞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Cool ;
41) .-- ISBN 978-626-95323-4-6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862.57
汪喵偵探 : 恐怖尖牙怪現身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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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43-804-6 (精裝)
普遍級
862.596
願望年糕屋. 2, 不再膽小的勇敢龍糕
/ 金梩里作 ; 李承炫繪 ; 劉小妮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(童心園 ; 207) .-- ISBN 978-986-507712-9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2.596
願望年糕屋. 3, 讓時間倒轉的糖餅 /
金梩里作 ; 李承炫繪 ; 劉小妮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77

(童心園 ; 208) .-- ISBN 978-986-507713-6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2.596
和小人物過一日生活 : 從 20 則人生
百態的觀察,獲得堅持不懈的力量 /
南亨到著 ; 劉宛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- (Issue ;
37) .-- ISBN 978-626-335-021-2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862.6
吉檀迦利 / 羅賓德拉納特.泰戈爾作 ;
聞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i 藏詩 ; 1) .-- ISBN
978-626-95330-8-4 (精裝) NT$450 普
遍級
867.51
戀上天空魚 / JittiRain 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冊 .-- (MM ;
MM059-MM060) .-- ISBN 978-986-494418-7 (上冊: 平裝) NT$350 .-- ISBN
978-986-494-419-4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350 .-- ISBN 978-986-494-420-0 (全
套: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868.257
愛 說 話 的 男 孩 / 琳 達 . 洛 克 (Linda
Locke)文 ; 鍾曉敏(Shermaine Cheong)
圖 ; 王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3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705 (精裝)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68.8599

臺灣文學
中興湖文學獎. 第 38 屆 / 中興大學中
文系總編輯 .-- [臺中市] : 國立中興大
學中國文學系, 11101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57-8-5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863.3
在世界的每一天 : 閱讀與書寫.生命
敘事文選. 2 / 陳明柔主編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暨素養
課程研發中心, 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96-6-4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863.3

*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第十七
屆 / 孫梓評, 謝麗笙編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財團法人林榮三文化公益
基金會, 11101 .-- 34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417-2-9 (平裝) 普遍
級
863.3
四面是畫 / 巫本添著 .-- 臺北市 : 唐
山出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1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07-207-2 (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863.4
冰河文集 / 李子介編著 .-- 1 版 .-- 高
雄市 : 李子介, 11101 .-- 7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60-0 (平裝)
NT$469 普遍級
863.4
剖影 / 巫本添著 .-- 臺北市 : 唐山出
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發行, 11103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07-209-6 ( 平 裝 )
NT$240 普遍級
863.4
寫作的藝術 / 林語堂著 .-- 初版 .-- [新
北市]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104 .-224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84-6-0 (平裝) 普遍級
863.4
潺潺水聲 / 陳富興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101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84-2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863.4
鰻 : 窺天閣主人全集 散文與詩 / 陳宗
文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
行股分有限公司發行, 11101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679-52-8 (平
裝) NT$400 普遍級
863.4

5 ( 平 裝 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93774-9-2 (精裝) NT$420 普遍級
863.51
文開雅韻 / 李政志總編輯 .-- 彰化縣
鹿港鎮 : 彰化縣文開詩社, 11101 .-224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7873-1-4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863.51
文學含量未達 10% : 退詩刊. 第三期
/ 許芳瑜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岑家心出版 : 退詩刊發行, 11102 .-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55-6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1
文學裡沒有神 / 沈眠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一人出版社, 11102 .-- 208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77-1-3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1
日子 : 台語曆日仔詩 / 陳胤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102 .-41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613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63.51
王宣曆詩集. Ⅲ : 敘事力:當二行詩成
為故事 / 王宣曆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王宣曆, 11101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712-9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863.51
*田 : 給田啟元,也給小劇場 / 廖毓荃
作 .-- [桃園市] : 廖毓荃, 11101 .-- 8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733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1
在微光中 : 中央大學金筆獎精選集.
新詩卷 / 李瑞騰主編 .-- 桃園市 : 國
立中央大學, 11012 .-- 190 面; 21 公
分 .-- (人文中大書系 ; 3) .-- ISBN 978626-95497-5-7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863.51

二行詩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許玉青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736-5 ( 平 裝 )
NT$390 普遍級
863.51

夸父追日桃花遠詩集 / 李子介作 .-- 1
版 .-- 高雄市 : 李子介, 11101 .-- 91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46-4 (平
裝) NT$469 普遍級
863.51

不 在 前 不 在 後 = Neither before nor
after / 吳櫻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讀
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49 面;
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774-8-

字紙簍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許玉青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734-1 ( 平 裝 )
NT$390 普遍級
863.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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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滅與再生 : 李敏勇二二八詩帖 / 李
敏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, 11102 .-- 11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78-05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1
冷的感覺 / 寒鴉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註異文庫出版 : 小朋友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44 面; 1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34-1-1 (平裝)
NT$320 普遍級
863.51
我和我私奔 / 陳怡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Love ; 40) .-- ISBN 978-957-13-9965-2
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863.51
沒事找事做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許玉青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35-8 (平裝)
NT$390 普遍級
863.51
夜裡飛行 / 寒鴉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註異文庫出版 : 小朋友文化發行,
11102 .-- 168 面; 1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34-4-2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1
金箍棒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許玉青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737-2 ( 平 裝 )
NT$390 普遍級
863.51
*風球詩人選集 : 海圖 / 王信益, 王群
越, 王士堅, 周駿安, 林宏憲, 施傑原,
洪國恩, 陳琳, 曾貴麟, 蔡維哲, 蕭宇
翔, 謝銘作 ; 何佳軒, 陳明禜總編 .-新北市 : 風球文化創意企業社,
11101 .-- 3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50-3-6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1
風球詩社詩選集 : 航圖 / 風球詩社編
輯群作 ; 何佳軒, 陳明榮總編 .-- 新北
市 : 風球文化創意企業社, 11103 .-32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150-4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1
徐雁影詩集作品選 / 徐雁影作 .-- 初
版 .-- 嘉義縣民雄鄉 : 陳瓊芬, 11101 .- 460 面; 16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9532-3 (精裝) NT$2800 普遍級

863.51
時空之外 : 非馬新詩自選集. 第五卷
(2013-2021) / 非馬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4 .-- 346 面; 21 公分 .- (閱讀大詩 ; 48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445-623-9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863.51
時間的節拍 / 鄭智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人間 ; 342) .-- ISBN 978-957-13-9930-0
(平裝) NT$330 普遍級
863.51
時間領主 / 廖亮羽作 .-- 新北市 : 風
球文化創意企業社, 11101 .-- 385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50-5-0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1
這是一本簡單的小詩集 / 林佳君(魚
魚)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4 .-- 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105-37-5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63.51
無言歌 / 崔舜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288 面; 19 公分 .-- (Island ; 315) .-ISBN 978-986-406-280-5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863.51
無拘吾述 : 真理大學在地文創特色
課程詩歌創作集 / 錢鴻鈞總策畫 ; 劉
沛慈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6 面;
21 公分 .-- (文化生活叢書. 詩文叢集 ;
1301064) .-- ISBN 978-986-478-605-3
(平裝) 普遍級
863.51
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39-6 (平裝)
NT$390 普遍級
863.51
詠嘆調 : 李敏勇詩集 / 李敏勇作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12 面; 21 公
分 .-- (本土新書 ; 128) .-- ISBN 978986-294-307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1
愚人之歌 / 孫得欽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註異文庫出版 : 小朋友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68 面; 1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34-2-8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863.51
獅頭山山雲詩書集 / 徐享捷著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公館鄉 : 財團法人永續
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, 11102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(文庫 ; 5) .-- ISBN 978-98691375-5-3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1
語助詞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許玉青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733-4 ( 平 裝 )
NT$390 普遍級
863.51
罷韓詩 = Han's removal poems / 挑大
師著 .-- 第一版 .-- [臺南市] : 廖盛芳
發行 ;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總經銷, 11102 .-- 240 面; 26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9772-3 (平裝) NT$595 普遍級
863.51
隱喻 / 李長青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0
面 ; 21X19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752-0-6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1

給自己的情詩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許玉青, 11102 .-- 1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40-2 (平裝)
NT$390 普遍級
863.51

難民著 / 吉力果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吉力果喜出版 ; 新竹市 : 友善書
業供給合作社總經銷, 11103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53-2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863.51

給你的情詩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許玉青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38-9 (平裝)
NT$390 普遍級
863.51

如此美好 : 王靖惇劇本集 / 王靖惇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莎妹工作室,
11102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12-2-4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4

給我的情詩 / 許玉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許玉青, 11102 .-- 120 面; 21 公

畫虎藍 / 馮翊綱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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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, 11103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(印刻文學 ; 674) .-- ISBN 978-986-387541-3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4
2021 我思故我在 / 許敦品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2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5-30-6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863.55
九歌散文選. 一一 0 年 / 孫梓評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
文庫 ; 1374) .-- ISBN 978-986-450-4176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63.55
人間好時節 / 曉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米樂文化國際有限公司, 11102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米樂文學 ; 27) .- ISBN 978-986-06483-1-7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63.55
又見蝴蝶飛舞時 : 一個中途失明者
的故事 / 貳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史哲出版社, 11101 .-- 134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53) .-- ISBN 978986-314-587-5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863.55
又見蝴蝶飛舞時 : 一個中途失明者
的故事 / 貳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史哲出版社, 11101 .-- 134 面; 21 公
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53) .-- 彩圖版 .-ISBN 978-986-314-588-2 ( 平 裝 )
NT$360 普遍級
863.55
*牛筋草 / 劉洪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98-389-8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63.55
司馬庫斯的呼喚 : 重返黑色的部落 /
古蒙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384 面; 21 公分 .-- (新人間叢書 ;
347) .-- ISBN 978-626-335-035-9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863.55
在行走中 : 中央大學金筆獎精選集.
散文卷 / 李瑞騰主編 .-- 桃園市 : 國
立中央大學, 11012 .-- 192 面; 21 公

分 .-- (人文中大書系 ; 4) .-- ISBN 978626-95497-4-0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863.55

ISBN 978-957-43-9663-4 (平裝) 普遍
級
863.55

在素養天空下 / 顧蕙倩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(好生活 ;
21) .-- ISBN 978-626-95360-2-3 (平裝)
NT$330 普遍級
863.55

流浪情書 : 徒步兩萬公里的心靈壯
遊 / 解博茹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優生活 ; 26) .-ISBN 978-626-95559-1-8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863.55

守宮在唱歌 / 林佳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
方法 ; 208) .-- ISBN 978-626-95726-0-1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5
巫本添的各種風貌 / 巫本添著 .-- 臺
北市 : 唐山出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07-208-9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5
我 55 個賺到錢的斜槓人生 / 許人杰
著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釀 出 版 ,
11103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釀文學 ;
26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636-9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5
我的少爺時代 / 陳銘磻作 .-- 臺北市 :
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叢 ;
693) .-- ISBN 978-986-323-437-1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863.55
我是新世界 I'm my new world : 黯夜
倒影裡光之道路 / 光浪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5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5-25-2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5
走路 : 獨處的實踐 / 龍應台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92 面; 19 公
分 .-- (龍應台作品集 ; 1) .-- ISBN 978957-13-9945-4 (平裝) NT$360 .-- ISBN
978-957-13-9946-1 (精裝) NT$420 .-ISBN 978-957-13-9947-8 (精裝簽名版)
NT$420 普遍級
863.55
卻讓幽蘭枯萎 / 張錦雲著 .-- 嘉義市 :
張錦雲, 11101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

旅形 : 馬偕與淡水古蹟導覽手冊 / 劉
沛慈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65 面;
21 公分 .-- (文化生活叢書. 詩文叢集 ;
1301065) .-- ISBN 978-986-478-608-4
(平裝) 普遍級
863.55
病從所願 : 我知道病是怎麼來的 / 隱
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(聯合文叢 ; 694) .-- ISBN
978-986-323-439-5 (平裝) NT$330 普
遍級
863.55
真情流露 / 明士心, 汶莎, 765334 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75-74-8 ( 平 裝 )
NT$320 普遍級
863.55
理想的愛 / 藍色水銀, 語雨, 765334,
君靈鈴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
數位圖書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-78-6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863.55
黑犬 / 林依芙文字.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詩文之
美 ; 123) .-- ISBN 978-957-622-569-7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5
*擁抱 30*30~We will all be fine. / 臺北
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80 級同學
作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
級中學 80 級同學, 11101 .-- 20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26-6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863.55
還不是我的時代 / 方子齊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
80

司, 11102 .-- 280 面; 19 公分 .-- (看世
界 的 方 法 ; 207) .-- ISBN 978-62695316-9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63.55
艷風行 = The aesthetic movements of
the winged images / 原翎力作 .-- 臺北
市 : 唐山出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化
專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180 面;
17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07-2058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5
釀一壺生命之蜜 : 活出生命的小哲
思 / 布孜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5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28-3 (平
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5
Like an Angel. 萊斯特篇 / 歐特拉斯工
作室原著 ; 瀝青小說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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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55-7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九歌小說選. 一一 0 年 / 鍾文音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
文庫 ; 1375) .-- ISBN 978-986-450-4169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863.57
人間相遇剛剛好 / 夏晴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花園
系列 ; G0808) .-- ISBN 978-986-060728-4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7
人類學家遇上南庄頭目 / JN 小傑恩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2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3-00-4 (平裝)
NT$388 普遍級
863.57
大王心頭朱砂痣 / 雷恩那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
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
列 ; E115901) .-- ISBN 978-986-527420-7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7
山城畫蹤 / 喬一樵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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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The one ; 2) .-- ISBN 978-98606540-7-3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7
天啊!這女高中生裙子底下有槍啊! /
小鹿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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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79-3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夫寵之妻令如山 / 金晶作 .-- 初版 .-[彰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4-06-4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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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4-82-5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可不可以買你的不快樂 / 撿寒枝作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
都)(米國度書系 ; B0075) .-- ISBN 978986-505-234-8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863.57
伊人難為三部曲. 7, 討債是必須的! /
銀千羽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耕林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瘋小說 ; 118) .-- ISBN 978-986286-752-5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63.57
羊蹄爾森的奇幻小鎮 / 唯然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5-18-4 (平裝) NT$340 普
遍級
863.57
老婆不甩我 / 金晶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102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407-1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863.57
我,精靈王,缺錢! / 醉琉璃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:
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72
面; 20 公分 .-- (fresh ; FS191-) .-- ISBN

978-986-06010-7-7 ( 第 8 冊 :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863.57

ISBN 978-986-445-622-2 ( 平 裝 )
NT$340 普遍級
863.57

私人間諜 / 張國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(鏡小說 ; 56) .-ISBN 978-626-7054-40-6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863.57

將軍求娶 / 莫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8 面;
21 公分 .-- (文創風 ; 1034)(洞房不寧 ;
3) .-- ISBN 978-986-509-292-4 (平裝)
NT$270 普遍級
863.57

怪奇捷運物語. 1, 妖狐轉生 / 芙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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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境外之城 ; 130) .-- ISBN
978-626-7094-23-5 (平裝) NT$360 普
遍級
863.57

甜味輕輕 / 秋陽作 .-- [宜蘭縣羅東
鎮] :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Neptune ;
NLNE003) .-- ISBN 978-626-95121-4-0
(平裝) NT$300 限制級
863.57

咱倆和離是祕密 / 蒔蘿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
E1154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411-5
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7
看不見的戰爭. III : 開疆闢土 / 梁德
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
行股分有限公司發行, 11104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3-04-2 (平
裝) NT$330 普遍級
863.57
看是你硬,還是我硬。 / 十八歲小透
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
之都)(米國度書系 ; B0076) .-- ISBN
978-986-505-235-5 (平裝) NT$250 限
制級
863.57
降妻為妾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縣
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101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4-033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863.57
革樓 / 冰糖優花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916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基因清洗法案 / 林家榆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3 .-- 266 面; 21
公分 .-- (釀冒險 ; 56) .-- BOD 版 .-81

富甲衣方 / 千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6001) .-ISBN 978-986-527-421-4 ( 平 裝 )
NT$310 普遍級
863.57
富貴青梅 / 簡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6101) .-ISBN 978-986-527-422-1 ( 平 裝 )
NT$310 普遍級
863.57
尋找冬天的你 / 喬一樵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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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(The One ; 1) .-- ISBN 978-98606540-6-6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7
替補的王牌 / 盧建彰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Story) .-- ISBN 978-957-13-9981-2 (平
裝) NT$390 普遍級
863.57
渣男我不嫁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
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102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408-8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863.57
華燈初上 : 影視改編小說 / 百聿數碼
原著 ; 杜政哲小說.編劇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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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
11103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56-4 (平裝) 普遍級
863.57

公分 .-- (紅櫻桃 ; 1497) .-- ISBN 978986-335-753-7 (平裝) NT$270 限制級
863.57

媽蛋!我的對象性冷淡 / 怒放月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架空之
都)(米國度書系 ; B0073) .-- ISBN 978986-505-232-4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863.57

嬌寵一夜又一夜 / 唐梨作 .-- 初版 .-[彰化縣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
11101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4-05-7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863.57

愛情,兩好三壞 / 九把刀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九
把刀 ; 5) .-- ISBN 978-957-741-493-9
(平裝) NT$299 普遍級
863.57
愛情咒語 / 董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7105-23-8 (全套:
平裝) NT$780 普遍級
863.57
煙花落地,我在等你 / 星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花園
系列 ; G3801) .-- ISBN 978-986-060729-1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63.57
義賊 : 贏家的故事 / 映小殘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57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5-22-1 (平裝) NT$480 普
遍級
863.57
遊樂場所 / 林文心著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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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131-5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863.57
漢宮賦 / 納蘭採桑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愛文社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97298-8-8 (上冊:平裝) NT$380 .-ISBN 978-986-97298-9-5 (下冊:平裝)
NT$380 .-- ISBN 978-626-95744-0-7 (全
套:平裝) NT$760 普遍級
863.57
魂穿之忠犬男友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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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56 面; 21

敵人與我 / 武小萍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4 .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33-7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7
賣了初夜 / 青微作 .-- 初版 .-- [彰化縣
福興鄉] : 喵喵屋工作室, 11101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4-040 (平裝) NT$190 限制級
863.57
賜嫁短命爺 / 艾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8
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6401) .- ISBN 978-986-527-436-8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63.57
霉女喜嫁 / 裘夢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 E115601) .-ISBN 978-986-527-419-1 ( 平 裝 )
NT$290 普遍級
863.57

工作室發行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紅櫻桃 ; 1498) .-- ISBN 978-986335-754-4 (平裝) NT$270 限制級
863.57
藤騷亂 / 陳建佐 Chazel 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3 .-- 230 面; 21
公分 .-- (釀奇幻 ; 65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619-2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863.57
藥草飄香看星星 / 是風不是你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2 .-- 202
面; 21 公分 .-- (釀愛情 ; 13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621-5 (平裝)
NT$260 普遍級
863.57
警察執勤中 : 正義的代價 / 顏瑜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102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626-7058-19-0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863.57
歡 迎 光 臨 徜 徉 回 憶 = Welcome to
wander memories / 木炎御作 .-- 初版 .- 高雄市 : 木炎御, 11102 .-- 199 面; 21
公分 .-- (木炎御 ; 2) .-- ISBN 978-95743-9774-7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63.57

學長請對我好 = Hi my senior / Uranus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印書小舖,
11104 .-- 4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659-69-0 (平裝) NT$450 限制級
863.57

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. 異世界冒
險篇 / 黑暗之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威向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 架 空 之 都 )( 米 國 度 書 系 ;
B0074-) .-- ISBN 978-986-505-233-1 (第
5 冊: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863.57

親愛的小祖宗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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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紅櫻桃 ; 1499) .-- ISBN 978-986-335755-1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863.57

少年一推理事件簿. 1, 再見青鳥. 上 /
翁裕庭作 ; 步烏, 米巡繪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427-6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863.59

禮物 : 案簿錄.浮生. 卷三 = プレゼン
ト。 / 護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
亞文化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38-9 (平裝)
NT$270 普遍級
863.57

少年一推理事件簿. 2, 再見青鳥. 下 /
翁裕庭作 ; 步烏, 米巡繪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429-0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863.59

雙面總裁惹不起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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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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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靈傳奇. 5, 玉使 / 陳郁如文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
司, 11103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少年
天下 ; 77) .-- ISBN 978-626-305-176-8
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863.59
*鈔能戰士 SME. 2, 跳舞的巨人 = The
dancing giants / 嚴淑女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聚光文創, 11102 .-- 184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09-9-8 (平
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9
九歌一一 0 年童話選之未來會記得 /
黃秋芳主編 ; 李月玲, 吳嘉鴻, 許育榮,
劉彤渲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九歌童話選 ; 23) .-- ISBN 978986-450-413-8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96
九歌一一 0 年童話選之現在很珍惜 /
黃秋芳主編 ; 李月玲, 吳嘉鴻, 許育榮,
劉彤渲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(九歌童話選 ; 24) .-- ISBN 978986-450-414-5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63.596
小隕石的奇幻旅程 / 李威使文 ; 手路
ChiuRoad 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36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326-242-3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63.596
忙著忙著天亮了 / 臺南市安平區億
載國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; 陳靚庭,
李侑晟, 許棖勛, 杜昀, 何欣榮, 楊爵
宇, 吳映岑, 吳奕寬, 尤姿涵, 方亭又,
葉子瑜, 吳芸菲, 鄭迪恩, 陳妤珊, 杜
彥蓁, 劉奕承, 蘇楷珺繪圖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民小
學, 11102 .-- 40 面; 21X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7-86-7 ( 精 裝 )
NT$250 普遍級
863.596
我家的美味時間 / 童嘉文.圖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173-7 (平裝) NT$260 普
遍級
863.596
夜市少年 / 凌性傑文 ; 湯瑪士.瑞杰可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2 面; 20X20
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0467-0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63.596
狐狸私塾的冬日訪客 / 鄭若珣文 ; 李
憶婷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誼基金
出版社, 11103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161-673-5 (平裝)
NT$220 普遍級
863.596
雨衣娃娃找雨鞋 / 管家琪作 ; 奧黛莉
圓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
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96 面; 21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338478-6 (平裝) NT$230 普遍級
863.596
勇男的世界 / 吳翠瓊圖文 .-- 初版 .-屏東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
福童話故事集 ; 6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95774-5-3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6
起笑洋芋片 / 顏志豪文 ; 曹一竹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
出版 : 巴巴文化發行, 11102 .-- 120 面;
21X15 公分 .-- (怪俠空古力 ; 1) .-ISBN 978-626-95083-1-0 (平裝) 普遍
級
863.596
馬 孩子 / 吳翠瓊圖.文 .-- 初版 .-- 屏
東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福童話故
事集 ; 7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95774-6-0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6
創意公爵 / 吳翠瓊圖文 .-- 初版 .-- 屏
東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福童話故
事集 ; 3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95774-2-2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6
窗外情 / 吳翠瓊圖.文 .-- 初版 .-- 屏東
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福童話故
事集 ; 10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95774-9-1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6
紫色的山 / 吳翠瓊圖.文 .-- 初版 .-- 屏
東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 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福童話故
事集 ; 9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95774-8-4 (精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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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3.596
雲彩王國的冰淇淋 / 吳翠瓊圖.文 .-初版 .-- 屏東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
得福童話故事集 ; 1)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95774-0-8 (精裝) 普遍
級
863.596
韌者龜 / 吳翠瓊圖.文 .-- 初版 .-- 屏東
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 11102 .-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福童話故
事集 ; 4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95774-3-9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6
會走路的草 / 吳翠瓊圖.文 .-- 初版 .-屏東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
福童話故事集 ; 5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95774-4-6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6
萬得福歷險記 / 吳翠瓊圖.文 .-- 初
版 .-- 屏東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
福童話故事集 ; 2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95774-1-5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6
鼠膽英雄 / 江若陽作 ; 就就貓繪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11102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(樂學館 ; 1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773-8-6 (平裝)
NT$200 普遍級
863.596
SweetHouse 松尼奇尼 : 小松鼠的誕生
/ 松尼奇尼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松
尼創意國際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6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91-0-6 (平
裝) NT$299 普遍級
863.599
小弟佇佗位? / 張嘉芬, 張瑜琦, 黃永
城, 吳美穎, 陳冠燁, 蔡淑惠, 許嘉勇,
黃美貞, 林連鍠, 陳明德, 白紫.武賽亞
納, 陳雅菁, 李婉菁, 許沛琳, 林品妏
故事創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政府教育局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72-88-3 (精裝) 普遍
級
863.599
火大了 / 吳心蘭文 ; 嚴凱信圖 .-- 臺
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6 面; 24X26 公分 .-- (上繪

本 ; 11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7024-93-5 (精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863.599
火王爺的願望 /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
實驗小學關嶺分校師生故事編寫 ;
朱柏珅, 吳崇嘉, 張詠晴繪圖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實
驗 小 學 關 嶺 分 校 , 11101 .-- 40 面 ;
21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850 (精裝) NT$200 普遍級
863.599
巨人國的如意 / 吳翠瓊圖文 .-- 初
版 .-- 屏東市 :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84 面; 21X23 公分 .-- (萬得
福童話故事集 ; 8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95774-7-7 (精裝) 普遍級
863.599
再見鯽魚潭 /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
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; 李育瑾, 李佳
恩, 杞怡霈, 周祐筳, 莊芷齊, 陳欣, 黃
如意, 詹妤晨, 劉恩婍, 蔡維軒, 蘇千
輔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永
康區崑山國民小學, 11101 .-- 40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82-9 (精裝)
NT$200 普遍級
863.599
地球寶寶早安 = Good morning,baby
earth / 幾米文.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 ISBN 978-986-525-452-0 (精裝附光
碟片) NT$380 普遍級
863.599
地震!地震! / 吳心蘭文 ; 張振松圖 .-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36 面; 24X26 公分 .-- (上繪
本 ; 11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7024-92-8 (精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863.599
老弟在哪位? / 張嘉芬, 張瑜琦, 黃永
城, 吳美穎, 陳冠燁, 蔡淑惠, 許嘉勇,
黃美貞, 林連鍠, 陳明德, 白紫.武賽亞
納, 陳雅菁, 李婉菁, 許沛琳, 林品妏
故事創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政府教育局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72-89-0 (精裝) 普遍
級
863.599
你一半,我一半 / 曹俊彥文.圖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

- (小魯寶寶書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7043-99-8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863.599
你看看你,把這裡弄得這麼亂! / 劉旭
恭圖.文 .-- 二版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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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 40 面; 27 公分 .-- (繪本滴 ; 29) .-ISBN 978-626-7038-16-1 ( 精 裝 )
NT$350 普遍級
863.599
吾个老虎阿爸 / 郭玫芬繪本故事 ; 王
志中, 魏嘉興插畫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
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, 11101 .-- 64 面;
25X25 公分 .-- 客語 .-- ISBN 978-6267001-77-6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863.599
我的故鄉繁榮 / 社區長輩, 許惠閔編
撰 ; 朱寬明, 白中村, 陳茂, 蘇中榮, 董
淑秀, 白煜禎, 張秀珍, 張美好, 陳育
祺, 林惠文, 利曉玲, 蘇素榮, 蘇坤霖,
吳平川, 鄭恭建, 高月蓉, 吳枝福, 黄
秀忍, 蘇瑞花, 陳金鳳, 鄭月省繪 .-- 屏
東縣長治鄉 :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,
11101 .-- 40 面; 21x2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17-05-7 (精裝) NT$250 普
遍級
863.599
秀芬的嫁妝 / 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
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; 李羽芳, 李怡穎,
陳思妤, 許嘉芯, 黃茹璇, 楊昀靜, 蔡
以柔, 顏彤珈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小學, 11101 .-4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76-8 (精裝) NT$200 普遍級
863.599
走揣灣裡古早味 / 臺南市南區省躬
國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; 杜安怡, 邱
暄晴, 曹芯毓, 曹沁瑜, 薛傑中, 謝瑤
琪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南
區省躬國民小學, 11101 .-- 40 面; 29
公分 .-- (臺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
作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5487-77-5
(精裝) NT$200 普遍級
863.599
爸爸的友善茶園 / 張秀毓文.圖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(小
魯創作繪本 ; 53N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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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8-626-7043-92-9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863.599
香港遊 = A tour of Hong Kong / 孫心
瑜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0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84-4 (精裝)
NT$350 普遍級
863.599
捉迷藏 / 鄒駿昇作 .-- 臺北市 : 國立
臺灣博物館, 11103 .-- 36 面; 25X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44-2 (精裝)
NT$400 普遍級
863.599
送信的克蘭西先生 / 楊晨文 ; 詹嘉柔
圖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煙燻鮭魚工作
室, 11101 .-- 36 面; 21X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95690-0-7 (精裝)
普遍級
863.599
復興風情 / 社區長輩, 許惠閔故事編
撰 ; 社區長輩繪圖 .-- 屏東縣長治鄉 :
屏東縣長治鄉公所, 11101 .-- 40 面;
21X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7-071 (精裝) NT$250 普遍級
863.599
森生有愛 / 社區長輩, 許惠閔, 潘敏月
故事編撰 ; 社區長輩繪圖 .-- 屏東縣
長治鄉 :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, 11101 .- 40 面; 21X2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7-06-4 (精裝) NT$250 普遍級
863.599
獅大王的無敵粉 / 林敏雲文 ; 吳若嫻
圖 .-- 臺北市 :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6 面; 24X26 公分 .-- (繪
本 ; 11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7024-94-2 (精裝附光碟片) 普遍級
863.599
憲兵阿榮的假期 = A-Jung's vacation /
林廉恩圖文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
文化局, 11101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0-62-3 ( 精 裝 )
NT$350 普遍級
863.599
樹上有個圓夢屋 / 臺南市仁德區仁
和國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; 柯雲薺,
施蘊耘, 黃琬淇, 魏婕茵, 魏婕甯, 郭
思欣, 林子閑, 楊宜霏繪圖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臺南市仁德區仁和國民小
學, 11101 .-- 40 面; 29 公分 .-- (臺南市
兒 童 家 鄉 繪 本 創 作 系 列 ) .-- ISBN

978-986-5487-79-9 (精裝) NT$200 普
遍級
863.599

- ISBN 978-986-5418-76-2 (精裝) 普遍
級
863.859

蹦蹦甜點 / 潘妤梵文 ; 薏蒂蕬圖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禮婕教育科技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626-95783-1-3 (精裝)
普遍級
863.599

patas na Tayal 泰雅的文面 / 黃美蘭,
葉淑琴文字撰稿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
宜蘭縣政府, 11101 .-- 48 面; 21X30 公
分 .-- 四季泰雅語 .-- ISBN 978-9865418-78-6 (精裝) 普遍級
863.859

覕相揣 / 鄒駿昇作 .-- 臺北市 : 國立
臺灣博物館, 11103 .-- 36 面; 25X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45-9 (精裝)
NT$400 普遍級
863.599

pema he la! / 陳喜兒, 周嘉莉文字撰
稿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,
11101 .-- 36 面; 21X30 公分 .-- 宜蘭澤
敖利泰雅語 .-- ISBN 978-986-5418-793 (精裝) 普遍級
863.859

六喜納戶 戶啟瑞 : 客話詩集 / 劉明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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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(劉明猷.
客語創作文集) .-- ISBN 978-986-307206-5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863.751
cyugal qoyat 三個祝福 / 楊金富, 楊淑
貞, 高日昌文字撰稿 ; 許佑祈, 賴培君
圖片繪製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
政府, 11101 .-- 48 面; 21X30 公分 .-賽 考 利克 泰 雅 語 .-- ISBN 978-9865418-73-1 (精裝) 普遍級
863.859
gaga na kmloh trakis 泰雅小米收成習
俗 / 李美芳文字撰稿 .-- 初版 .-- 宜蘭
市 : 宜 蘭 縣政 府 , 11101 .-- 32 面 ;
21X30 公分 .-- 四季泰雅語 .-- ISBN
978-986-5418-74-8 (精裝) 普遍級
863.859
ke na yutas Yawi 耆老的話 / 朱愛美,
曹天仁文字撰稿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
宜蘭縣政府, 11101 .-- 48 面; 20X30 公
分 .--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.-- ISBN 978986-5418-75-5 (精裝) 普遍級
863.859
mnanak na trakis 神奇的小米 / 李香蘭,
黃桂英, 廖珍琴, 烏米.卡日依文字撰
稿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,
11101 .-- 32 面; 21X30 公分 .-- 賽考利
克泰雅語 .-- ISBN 978-986-5418-72-4
(精裝) 普遍級
863.859
o widang no mako 我的朋友 / 督瀅谷
慕文字撰稿 ; 廖思瑀圖片繪製 .-- 初
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, 11101 .-32 面; 21X30 公分 .-- 秀姑巒阿美語 .-

尋找小紅魚 WaWa / 吳春花文字撰
稿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宜蘭縣政府,
11101 .-- 36 面; 21X30 公分 .-- 海岸阿
美語 .-- ISBN 978-986-5418-77-9 (精裝)
普遍級
863.859

西洋文學
解 憂 夢 境 書 / 潔 琪 . 莫 理 斯 (Jackie
Morris)著 ; 韓絜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180 面; 17 公分 .-- (catch ;
276) .-- ISBN 978-626-7118-03-0 (精裝)
NT$499 普遍級
873.51
世 道 人 心 ( 譯 註 ) = The way of the
world(with annotations) / 張靜二譯註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愛說戲 ;
31) .-- ISBN 978-957-445-977-3 (平裝)
NT$260 普遍級
873.55
耳語人 / 艾利克斯.諾司作 ; 宋瑛堂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64 面; 21 公
分 .-- (Storytella ; 126) .-- ISBN 978957-741-496-0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873.57
神探福爾摩斯. I / 阿瑟.柯南.道爾著 ;
周儀文編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拓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謎 ; 9) .-- ISBN 978-986411-157-2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3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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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憶冰封之處 / 莎拉.皮爾斯(Sarah
Pearse)著 ; 力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異出版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103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 (SM ; 31) .-- ISBN 978-986-97630-3-5
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873.57
遊戲師 : <<裝幀師>>作者瑰麗奇想⧒
絕美 新作 / 布莉琪. 柯林斯(Bridget
Collins)著 ; 吳品儒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2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故事盒
子 ; 67) .-- ISBN 978-986-384-675-8 (平
裝誠品版) .-- ISBN 978-986-384-676-5
(平裝博客來版) 普遍級
873.57
歐蘭多 : 一部穿越三百年的性別流
動史詩 / 維吉尼亞.吳爾芙(Virginia
Woolf)著 ; 李根芳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經典新譯.
百年珍貴影像復刻版 .-- ISBN 978986-489-592-2 (平裝) NT$310 普遍級
873.57
SOS 公主出任務. 5, 受困雪地的小貓
/ 寶拉.哈里森(Paula Harrison)作 ; 陳子
萱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36 面; 21 公
分 .-- (Much 讀本 ; 91) .-- ISBN 978957-521-543-9 (平裝) NT$220 普遍級
873.596
你 要 選 什 麼 ? / 尼 克 . 夏 瑞 特 (Nick
Sharratt), 皮 帕 . 古 德 哈 特 (Pippa
Goodhart)作.繪 ; 張聖滌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兒
童博雅 ; 154) .-- ISBN 978-626-317589-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SHTB: 認知發展--3-6 歲幼兒讀物
873.596
你要選什麼?太空幻想 / 尼克.夏瑞特
(Nick Sharratt), 皮帕.古德哈特(Pippa
Goodhart)作 ; 張聖滌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4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兒童博
雅 ; 156) .-- ISBN 978-626-317-591-4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73.596

你要選什麼?百變童話 / 尼克.夏瑞特
(Nick Sharratt), 皮帕.古德哈特(Pippa
Goodhart)作.繪 ; 詹宛樺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4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兒
童博雅 ; 157) .-- ISBN 978-626-317592-1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73.596
你要選什麼?腦洞大開 / 尼克.夏瑞特
(Nick Sharratt), 皮帕.古德哈特(Pippa
Goodhart)作.繪 ; 詹宛樺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4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兒
童博雅 ; 155) .-- ISBN 978-626-317590-7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SHTB: 想像--3-6 歲幼兒讀物
2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73.596
神偷阿嬤再次出擊 / 大衛.威廉(David
Walliams)作 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
繪 ; 朱崇旻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 (蘋果文庫 ; 140) .-- ISBN 978-626320-092-0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873.596
小 怪 獸 不 搗 蛋 / 大 衛 . 威 廉 (David
Walliams) 作 ; 亞 當 . 史 托 佛 (Adam
Stower)繪 ; 謝雅文譯 .-- 臺中市 : 晨
星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, 11103 .-- 32 面 ;
28X28 公分 .-- (大衛威廉繪本 ; 6) .-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20-091-3 (精
裝) NT$31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73.599
不一樣,也能是好朋友 / 史蒂夫.斯默
爾(Steve Small)文.圖 ; 李貞慧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迷繪
本 ; 104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521-537-8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873.599
太陽去哪裡?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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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32 面;
23X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626-95617-4-2 (精裝) 普遍級
873.599
打造一個家 / 波莉.法伯(Polly Faber)
作 ; 克拉斯.法蘭(Klas Fahlén)繪 ; 謝

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2
面; 23X2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57-13-9984-3 (精裝) 普遍級
873.599
阿里的飛機 / 比爾.薩拉曼文 ; 約翰.
伯寧罕(John Burningham), 海倫.奧森
貝里(Helen Oxenbury)圖 ; 林真美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(大手牽小手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32-9449-8 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73.599
危險詭計 : 危險魔物. 2 / 卡蜜.嘉西亞,
瑪格麗特.史托爾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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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550-2 (平裝) 普遍級
874.57
好女兒 / 凱琳.史勞特作 ; 顏湘如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64 面; 21 公分 .- (Storytella ; 125) .-- ISBN 978-957741-495-3 (平裝) NT$410 普遍級
874.57
沉睡谷傳說 / 華盛頓.歐文
(Washington Irving)文 ; 陳韋君譯 .-[新北市]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
對照 .-- ISBN 978-986-427-453-6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874.57
夏吉.班恩 / 道格拉斯.史都華(Douglas
Stuart)作 ; 章晉唯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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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暢小說 ;
108) .-- ISBN 978-626-310-182-1 (平裝)
NT$499 普遍級
874.57
從前從前,公主們逃離了城堡 : 給大
人的經典童話故事嗆辣版 / 詹姆士.
芬.加納(James Finn Garner)著 ; 李芃,
黃詩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92-1 (精
裝) 普遍級
874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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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爾摩斯小姐. 4, 沃德洛堡拍賣會 /
雪麗.湯瑪斯(Sherry Thomas)著 ; 楊佳
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(Light) .-- ISBN 978-986-319-633-4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874.57
慾望的堅持 : 鴿翎及其他短篇 / 約翰.
阿布代克(John Updike) 著 ; 巫本添
譯 .-- 臺北市 : 唐山出版社出版 : 正
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103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07-210-2 (平裝) NT$240 普遍級
874.57
魔法圖書館的祕密 / 瑪格莉特.羅傑
森(Margaret Rogerson)著 ; 聞若婷翻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4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68-9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874.57
人 生 重 開 機 / 戈 丹 . 柯 曼 (Gordon
Korman)著 ; 蔡豫寧繪 ; 謝孟蓉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53-7 (平裝)
NT$380 普遍級
874.59
危險魔物 / 卡蜜.嘉西亞, 瑪格麗特.史
托爾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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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49-6 (平裝)
普遍級
874.59
馬克.吐溫 Mark Twain : 湯姆歷險記&
頑童歷險記 / 馬克.吐溫(Mark Twain)
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目川文化數位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96 面; 20 公
分 .-- (典藏文學) .-- ISBN 978-62695460-3-9 (精裝) NT$680 普遍級
874.59
大夢初醒的李伯 / 華盛頓.歐文
(Washington Irving)文 ; 亞瑟.拉克姆
(Arthur Rackham)圖 ; 陳韋君譯 .-- [新
北市]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80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427-454-3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874.596

小神童故事集 / 艾索.埃德里奇(Ethel
J. Eldridge)文 ; 科特.維斯(Kurt Wiese)
圖 ; 李家如譯 .-- [新北市] : 韋伯文化
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51-2 (精裝)
NT$290 普遍級
1.SHTB: 童話--3-6 歲幼兒讀物
874.596
小模範生故事集 / 艾索. 埃德里奇
(Ethel J. Eldridge)文 ; 科特.維斯(Kurt
Wiese)圖 ; 劉芮瑜譯 .-- [新北市] : 韋
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52-9 (精裝) NT$290 普遍級
1.SHTB: 童話--3-6 歲幼兒讀物
874.596
公主出任務. 7, 洗澡大作戰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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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 10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9-47-9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74.596
公主出任務. 8, 天大的麻煩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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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 10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9-48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74.596
幻 奇 摩 天 輪 / 羅 伯 . 勞 森 (Robert
Lawson)圖文 ; 陳韋君譯 .-- [新北市] :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58-1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74.596
西洋棋嘉年華會 / 梅伊.哈里斯(May
V. Harris)文 ; 科特.維斯(Kurt Wiese)
圖 ; 林品妤譯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
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48-2 (平
裝) NT$260 普遍級
874.596
折翼的聖誕天使 / 凱特.道格拉斯.魏
琴(Kate Douglas Wiggin)文 ; 凱莎琳.
魏爾曼(Katharine R. Wireman)圖 ; 簡
恩馨譯 .-- [新北市] : 韋伯文化國際出
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50 面; 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46-8 (平裝)
NT$280 普遍級
874.596
兔子的山坡樂園 / 羅伯.勞森(Robert
Lawson)圖.文 ; 陳韋君譯 .-- [新北市] :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56-7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4.596

堅強又善良的他們 / 羅伯.勞森
(Robert Lawson)圖.文 ; 黃心彤譯 .-- 新
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7-444-4 (精裝) NT$290 普遍級
874.596

兔子的冬季歷險 / 羅伯.勞森(Robert
Lawson)圖.文 ; 陳韋君譯 .-- 新北市 :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 2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57-4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874.596

彩虹小馬. 13, 快樂夢魘之夜 / 路易絲.
亞歷山大(Louise Alexander)作 ; 朱崇
旻翻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103 .-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74-8 (精裝) 普遍級
874.596

波普先生的企鵝 / 理查.愛華特
(Richard Atwater), 佛蘿倫絲.愛華特
(Florence Atwater) 文 ; 羅 伯 . 勞 森
(Robert Lawson)圖 ; 林筠雅譯 .-- 新北
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7-455-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4.596

梅麗過新年 / 湯瑪士.漢德福斯
(Thomas Handforth)圖.文 ; 簡若璇譯 .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7-443-7 (精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SHTB: 節慶故事--3-6 歲幼兒讀物
874.596

海中的神仙 / 亞瑟.克里斯曼(Arthur
Bowie Chrisman)文 ; 艾爾絲.哈索利斯
(Else Hasselriis)圖 ; 林翊婷譯 .-- [新北
市]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7-460-4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74.596

電梯小鳥愛幫忙 / 莎拉.威廉森(Sarah
Williamson)文.圖 ; 繪出英文力 Wendy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 面; 23X23
公分 .-- (IREAD)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626-307-507-8 (精裝) 普遍級
874.596

海盜嶼女王 / 布雷特.哈特(Bret Harte)
文 ; 凱特.格林威(Kate Greenaway)圖 ;
李珞玟譯 .-- [新北市] : 韋伯文化國際
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49-9 (平裝)
NT$240 普遍級
874.596

藍莓季節 / 波莉.何華絲著 ; 趙永芬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4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85-1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874.596

班恩與他的神奇老鼠 / 羅伯. 勞森
(Robert Lawson)圖.文 ; 陳韋君譯 .-- 新
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103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7-459-8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874.596
馬戲團裡的奇奇 / 艾迪絲.寇倫(Edith
Janice Craine) 文 ; 科 特 . 維 斯 (Kurt
Wiese)圖 ; 劉芮瑜譯 .-- [新北市] : 韋
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47-5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874.5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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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個 部 落 的 孩 子 / 藍 史密 斯 (Lane
Smith)文.圖 ; 王欣榆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3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(格林名家
繪 本 館 ) .-- ISBN 978-986-5576-61-5
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1.SHTB: 心理成長--3-6 歲幼兒讀物
874.599
小小工程車真厲害! / 雪莉.達斯基.林
克(Sherri Duskey Rinker)文 ; AG.福特
(AG Ford)圖 ; 黃筱茵譯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44 面; 25X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5-451-3 ( 精 裝 )
NT$320 普遍級

1.SHTB: 社會互動--3-6 歲幼兒讀物
874.599
小房子 / 維吉尼亞.李.巴頓(Virginia
Lee Burton)文.圖 ; 林真美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48 面; 23X25 公分 .-- (大
手牽小手) .-- ISBN 978-957-32-9426-9
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874.599
我可以很勇敢 : 一起培養挫折復原
力 / 蘇珊.維爾德(Susan Verde)文 ; 彼
得.雷諾茲(Peter H. Reynolds)圖 ; 劉清
彥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40 面; 20X20
公分 .-- (繪本 ; 38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305-175-1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874.599
我可以帶來改變 : 一起培養行動力 /
蘇珊.維爾德(Susan Verde)文 ; 彼得.雷
諾茲(Peter H. Reynolds)圖 ; 劉清彥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4 .-- 40 面; 20X20 公
分 .-- (繪本 ; 38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305-174-4 (精裝) NT$320 普
遍級
874.599
我和媽媽 / 科茲比.A.卡布雷拉(Cozbi
A. Csbrera)作 ; 柯倩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水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司發行, 11101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(繪
本滴 ; 101) .-- ISBN 978-626-7038-17-8
(精裝) NT$360 普遍級
1.SHTB: 親情--3-6 歲幼兒讀物
874.599
勇氣 / 伯納.韋伯文.圖 ; 幸佳慧譯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0 面; 21X20 公
分 .-- (小魯繪本時間 ; PT23R) .-- ISBN
978-626-7043-88-2 (精裝) NT$350 普
遍級
874.599
勇敢湯 / 瑪莉安.柯卡-萊弗勒
(Maryann Cocca-Leffler)文.圖 ; 李苑芳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40 面; 29 公
分 .-- (繪本時間 ; APT051R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7043-93-6 (精裝)
NT$350 普遍級
874.599

超級保姆丁骨 / 克萊兒.特雷.紐伯瑞
(Clare Turlay Newberry)圖.文 ; 簡恩馨
譯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27-445-1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74.599
愛探險的土撥鼠 / 約瑟芬.劉
(Josephine Sanger Lau)文 ; 科特.維斯
(Kurt Wiese)圖 ; 張長蓉譯 .-- 新北市 :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50-5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874.599
瑪麗愛穿什麼就穿什麼 / 基斯.尼格
利(Keith Negley)著 ; 劉亞菲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48 面; 27X23 公分 .- (繪本館) .-- ISBN 978-957-08-6195-2
(精裝) 普遍級
874.599
默默 / 麥克安迪文 ; 李常傳譯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遊目族文化出版 : 格
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104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0-081-0 (平裝) 普遍級
875.57
儒勒.凡爾納 Jules Gabriel Verne : 地心
冒險&環遊世界八十天 / 儒勒.凡爾
納(Jules Gabriel Verne)作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95 面; 20 公分 .-- (典藏文
學) .-- ISBN 978-626-95460-4-6 (精裝)
NT$680 普遍級
875.59
堅持夢想,成為冰淇淋大師 / 馬蘇德.
梅爾克(Masoud Malekyari)作 ; 理查.
華生(Richard Watson)繪 ; 吳羽涵譯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103 .-- 48 面; 26X24 公分 .-(迷繪本 ; 105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57-521-538-5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875.599
傷心的鱷魚艾菲 / 茵卡. 帕伯斯特
(Inka Pabst)文 ; 米里安.策德里烏斯
(Miriam Zedelius)繪 ; 楊婷湞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2 面; 24X22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89-33-0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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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5.599
睡不著的深夜動物園 / 蘇菲.薛華德
(Sophie Schoenwald)作 ; 鈞特.亞可伯
斯(Günther Jakobs)繪 ; 林硯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童
心園 ; 231) .-- ISBN 978-986-507-730-3
(精裝) NT$320 普遍級
1.SHTB: 生活經驗--3-6 歲幼兒讀物
875.599
畫一隻鳥 / 賈克普維文 ; 莫妮卡貝瑞
(Monica Barengo)圖 ; 陳太乙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56 面; 28 公分 .-- (創
意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5576-60-8
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876.51
卡里古拉 / 卡繆(Albert Camus)著 ; 嚴
慧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24 面;
20 公分 .-- (to ; 126) .-- ISBN 978-6267118-05-4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876.55
誤會 / 卡繆(Albert Camus)著 ; 嚴慧瑩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68 面; 20 公
分 .-- (to ; 127) .-- ISBN 978-626-711806-1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876.55
幻影殺手 / 莫理士.盧布朗原著 ; 東方
編輯部改寫 ; 吳健豐繪圖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4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- (亞
森.羅蘋傳奇系列 ; 20) .-- ISBN 978986-338-473-1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876.59
騎鵝歷險記 / 賽爾瑪.拉格洛夫(Selma
Lagerlöf)原著 ; 施養慧改寫 ; 伊凡.杜
克(Yvan Duque)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
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3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69-49-3 ( 平 裝 )
NT$420 普遍級
876.59
花布少年 : 瓦蘭廷的彩色世界 / 琪亞
拉.梅扎拉瑪(Chiara Mezzalama)著 ; 雷
薩.達勒文(Reza Dalvand)繪 ; 尉遲秀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16-4 (精裝)
普遍級
876.599
黑狼后 : 紅皇后. 二部曲 / 胡安.高美
(Juan Gómez-Jurado)作 ; 謝琬湞譯 .-- 1
版 .-- [臺北市]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103 .-- 5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63-2 (平裝) 普遍級
878.57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洲、大洋洲文學
極暗之室 / 約翰.提歐林作 ; 宋瑛堂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101 .-- 464 面; 21 公
分 .-- (Storytella ; 127) .-- ISBN 978957-741-497-7 (平裝) NT$399 普遍級
881.357
獅子兄弟 / 詹斯.麥特森(Jens Mattsson)
著 ; 珍妮.盧坎德(Jenny Lucander)繪 ;
陳靜芳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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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 32 面; 27 公分 .-- (小麥田繪本館) .-ISBN 978-626-7000-37-3 ( 精 裝 )
NT$340 普遍級
881.3599
童年 : 哥本哈根三部曲. 一 / 托芙.狄
特萊芙森(Tove Ditlevsen)著 ; 吳岫穎
譯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潮浪文化, 11104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48-0-3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881.557
小白熊的祕密 / G.V. 傑納頓(Guido
Van Genechten)作 ; 郭騰傑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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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4 .-- 32 面; 3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95763-1-9 ( 精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2.SHTB: 親情--3-6 歲幼兒讀物
881.6599
因 為 我 真 的 很 愛 你 / G.V. 傑 納 頓
(Guido Van Genechten)作 ; 郭騰傑譯 .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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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
11104 .-- 32 面; 3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95763-0-2 ( 精 裝 )
NT$320 普遍級
1.SHTB: 圖畫故事書--3-6 歲幼兒讀
物 881.6599
蟲蟲的世界 / 艾絲特.凡登伯格
(Esther van den Berg)文.圖 ; 王奕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 面; 26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69-9 (精裝)
普遍級
881.6599
蝴蝶 / 克里斯汀.梅禾費耶(Christian
Merveille) 文 ; 伊 恩 . 德 挨 伊 (Ian De
Haes)圖 ; 謝孟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11-25 (精裝) 普遍級
881.7599
異形世界 / 桑德羅.巴希(Sandro Bassi)
作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56 面; 23
公分 .-- (iMAGE3 ; if040) .-- ISBN 978986-0777-96-3 (精裝) NT$450 普遍級
885.459

新聞學
文學星空下 : 聯副 70 / 宇文正主編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合報新聞部,
11102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626-8-3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聯合報 2.CST: 報紙副刊
3.CST: 文集 4.CST: 臺灣 893.9
假新聞政治 : 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
與欺騙 / 林照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196-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政治新聞 2.CST: 新聞報導
3.CST: 新聞倫理 4.CST: 臺灣
895.32

藝術類
總論
藝術可以這樣看! / Ann Kay 作 ; 黃意
淳翻譯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明山書局,
11104 .-- 96 面; 28 公分 .-- (DK 小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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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系 列 ) .-- ISBN 978-986-6384-45-5
(精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藝術欣賞 3.CST:
通俗作品 900
禪心圖騰 / 張安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羽漾生活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45-06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宗教藝術 2.CST: 作品集
901.7
15 時光 :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第
一屆美術班畢業成果冊 / 張哲彥, 林
嘉明編輯 .-- 彰化縣福興鄉 : 彰化縣
立鹿港國民中學, 11102 .-- 29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52-5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WEIDERLAND : 一段夢與奇幻的旅
程 / 陳志韋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
灣遊讀會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3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81-42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多重副本 : 可讀取的複數存在景觀 =
Multiple copies : readable multiplex
landscape / 林育淳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臺南市美術館, 11102 .-- 62
面; 19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5487-80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現代藝術 2.CST: 作品集
902.33
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專輯. 2022 第 27
屆 = Yilan County february art society .- 宜蘭縣羅東鎮 :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
會, 11102 .-- 59 面; 26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5942-6-4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金門美術家聯展. 2021 / 盛崧俊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城鎮 : 金門縣
美術學會, 11012 .-- 156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5140-4-0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拾歲 :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藝術才能
美術班畢業專輯. 第 10 屆 / 賈霈雯總
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
中學藝術才能美術班, 11101 .-- 144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69-1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
桃園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作品專輯.
2022 = Art Education Society of Tao
Yuan Albums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美術
教育學會, 11102 .-- 102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2930-3-7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黑.金.白 = Black.gold.white / 羅懿君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芭娜娜藝術工
作室, 11103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76-0-6 (平裝) NT$1000 普
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臺中市女性藝術家邀請展專輯. 2022
/ 陳佳君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
府文化局, 11103 .-- 148 面; 25X26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700176-9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臺北美術獎. 2021 = Taipei Art Awards
/ 余思穎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北市立美術館, 11102 .-- 136 面; 23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0772-92-0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臺南市傑出藝術家巡迴展. 2022 : 自
有景 : 陳志良✕楊明迭雙個展 / 陳修
程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
化局, 11104 .-- 120 面; 26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7-84-3 ( 精 裝 )
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邂逅,緩慢滲入視角的光 : 臻品 31 周
年 = Encounter, light infiltrates slowly
into the cornea / 鄭堯君資料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臻品藝術文化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84 面; 25X25 公分 .-ISBN 978-957-8664-74-6 ( 平 裝 )
NT$20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藝境融徹 :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美術
班畢業畫冊. 第 38 屆 / 第 38 屆九年
一班全體同學繪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立金華國民中學, 11103 .-- 132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913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美術 2.CST: 作品集 902.33
筆墨桃源 : 橫山書法藝術館開館特
輯 = Special issue for the Hengshan
Calligraphy Art Center opening / 劉俊蘭
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立美

術館, 11101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-7020-65-4 (平
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橫山書法藝術館 906.8
PALAFANG 花蓮跳浪藝術節 : 後花
蓮八景 = 2021 PALAFANG Hualien art
festival : new perspectives of Hualien's
landscape / 南美瑜主編 .-- 初版 .-- 花
蓮市 : 花蓮縣文化局 ; [花蓮縣豐濱
鄉] : Wata 哇大創意整合有限公司,
11101 .-- 17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9-64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現代藝術 2.CST: 藝術評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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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設計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. 2021
= Inovation design and development
conference 2021 / 明道大學人文設計
學院設計及規劃碩士班編著 .-- 彰化
縣埤頭鄉 : 明道大學, 11101 .-- 9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68-82-7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 2.CST: 文集 907
藝術博物館 / Frederick M. Asher 等
Phaidon 作者群作 ; 黎茂全, 陳德馨,
楊翕如, 黃廉安, 李勝夫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翡冷翠文創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4 .-- 978 面; 42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365-3-5 (精裝) NT$6990 普
遍級
1.CST: 藝術史 2.CST: 藝術欣賞
909.1
中國藝術史綱 / 長北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, 11102 .- 40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3-28-8 (平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藝術史 2.CST: 中國 909.2
陳澄波全集. 第十卷, 相關研究及史
料 = Chen Cheng-Po corpus. volume 10,
related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/
蕭瓊瑞總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
術家出版社出版 : 財團法人陳澄波
文化基金會,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
所發行, 11102 .-- 352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282-289-0 ( 精 裝 )
NT$1800 普遍級
1.CST: 陳澄波 2.CST: 藝術家 3.CST:
臺灣傳記 909.933

音樂

音樂可以這樣聽! / Charlie Morland 作 ;
黃意淳翻譯 .-- 初版 .-- 嘉義市 : 明山
書局, 11104 .-- 96 面; 29 公分 .-- (DK
小百科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638444-8 (精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音樂 2.CST: 通俗作品 910
我的流行音樂病 / 熊儒賢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(文創者 ; HC034) .-- ISBN 978-98606872-7-9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音樂史 2.CST: 流行歌曲
3.CST: 臺灣 910.933
臺灣音樂年鑑. 2018 = 2018 Taiwan
music yearbook / 張儷瓊主編 .-- 初
版 .-- 宜蘭縣五結鄉 : 國立傳統藝術
中心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32-547-3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音樂 2.CST: 年鑑 3.CST: 臺灣
910.933
波昂東亞研究院臺灣音樂館藏.
vol.03 : 聽見 1967 : 第三屆全省客家
民謠比賽 = Ostasien-Institut e.V. Bonn
Collection of Taiwan Music vol.03 :
hearing 1967 : the third provincial Hakka
folk song competiion / 呂鈺秀, 官曉蔓
文稿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國立臺灣
師範大學, 11101 .-- 52 面; 15X15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8-23-8 (精裝附
光碟片) 普遍級
1.CST: 客家民謠 2.CST: 客家音樂
913.533
K-pop 征服世界的祕密 : 從偶像到藝
術家的深度解析 / 金榮大著 ; 陳品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
司出版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103 .-- 384 面; 20 公分 .-(Spot ; 31) .-- ISBN 978-626-7063-08-8
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流行音樂 2.CST: 歌星 3.CST:
樂評 4.CST: 韓國 913.6032
風華再現 : 雙簧管的經典浪漫與創
新潮流演奏實務探討 / 干詠穎撰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干詠穎, 11102 .-- 2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792 (平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雙簧管 2.CST: 演奏 3.CST: 樂
曲分析 918.206
薩克斯風這樣吹!須川展也演奏祕訣
100 招 / 須川展也著 ; 連士堯譯 .-- 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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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北市 : 有樂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音樂
日和 ; 16) .-- ISBN 978-986-96477-9-3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薩克斯風 918.3

面; 21 公分 .-- (勁草生活 ; 494) .-ISBN 978-626-320-074-6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美術設計 2.CST: 建築藝
術 3.CST: 日本 923.31

現代樂派小號演奏風格研究 / 鄧詩
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
社, 11101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
哲學集成 ; 741) .-- ISBN 978-986-314583-7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小號 2.CST: 演奏 3.CST: 樂評
918.6

東京的復古美學 看板建築漫步遊 /
宮下潤也作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1-544-3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藝術 2.CST: 商店 3.CST:
日本東京都 923.31

華梵大學斲琴工坊<<古琴製作成果
師生聯展>> / 張旭華文字編輯 .-- 新
北市 : 華梵大學斲琴工坊, 11102 .-60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768-49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琴 919.31

古羅馬的傳承 : 從神廟、廣場到現
代經典 / 張潔, 周睿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旗出版社出版 : 大都會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3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7-7-4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1.CST: 建築史 2.CST: 義大利
923.45

建築
閱讀中壢老街溪 : 飄移中的藝術風
景 / 張惠蘭作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
府住宅發展處, 11101 .-- 13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0-67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公共藝術 2.CST: 社區總體營
造 3.CST: 桃園市 920
洄瀾曙光 : 台電花蓮區處公共藝術
設置計畫成果專輯 / 台灣電力股份
有限公司, 王文心設計工作室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58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
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3-267-9 (平裝
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200 普遍級
1.CST: 公共藝術 2.CST: 作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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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暨研究所
M.ARCH II 畢業專刊. 2022 第七屆 /
蔡孟玲, 蔡旻家, 侯承昕, 黃紹琦總編
輯 .-- 臺南市 :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
系暨研究所, 11101 .-- 25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471-6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建築美術設計 2.CST: 作品集
920.25
日本建築美學 : 特色建築大剖析,從
古民家、寺社、城堡、庭院到近現
代建築,相關知識一本解決! / Studio
Work 著 ; 吳昱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28

投宿大師極上之宿 A to Z / 黃宏輝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52 面;
23 公分 .-- (Hello design ; 62) .-- ISBN
978-957-13-9933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旅館 2.CST: 建築藝術 3.CST:
建築美術設計 926.8

雕塑
人 體 雕 塑 法 / 彼 得 . 魯 比 諾 (Peter
Rubino)作 ; 林心如譯 .-- 修訂一版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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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(Art base) .-- ISBN 978-986-480-211-1
(平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雕塑 932
肖 像 雕 塑 法 / 彼 得 . 魯 比 諾 (Peter
Rubino)作 ; 林心如譯 .-- 修訂一版 .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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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(Art base) .-- ISBN 978-986-480-210-4
(平裝) NT$1000 普遍級
1.CST: 雕塑 932.71
功夫人 : 人間國寶李秉圭木雕展 / 李
秉圭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
局, 11101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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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8-626-7001-71-4 (精裝) NT$850 普
遍級
1.CST: 木雕 2.CST: 作品集 933
陳雕新創 松青葉茂 : 陳松雕塑展 =
Thriving as the pine with the perpetual
sculptures / 陳松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
政府文化局, 11103 .-- 108 面; 25X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1-75-2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石雕 2.CST: 作品集 934
磐延而上 : 謝應德金絲雕塑展 / 謝應
德作 .-- 高雄市 : 謝應德, 11102 .-- 52
面; 21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08-2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金屬工藝 2.CST: 雕塑 3.CST:
作品集 935
何華仁版畫 / 何華仁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掃葉工房有限公司, 11102 .-冊 .-- 中英日法對照 .-- ISBN 978-62695652-3-8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版畫 2.CST: 畫冊 937
何華仁版畫 : 有隼 / 何華仁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掃葉工房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00 面; 41 公分 .-- 中英日法
對照 .-- ISBN 978-626-95652-1-4 (精裝)
NT$2500 普遍級
1.CST: 版畫 2.CST: 畫冊 937
何華仁版畫 : 花見小鴞 / 何華仁作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掃葉工房有限公司,
11102 .-- 68 面; 41 公分 .-- 中英日法
對照 .-- ISBN 978-626-95652-2-1 (精裝)
NT$2500 普遍級
1.CST: 版畫 2.CST: 畫冊 937
何華仁版畫 : 溪谷裡的貓頭鷹 / 何華
仁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掃葉工房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80 面; 41 公分 .-- 中
英日法對照 .-- ISBN 978-626-95652-07 (精裝) NT$2500 普遍級
1.CST: 版畫 2.CST: 畫冊 937
草圖 : 版畫刻印 : 臺灣特有 50 種草 =
Caotu : 50 kinds of grasses in Taiwan /
草圖工作室製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,
11103 .-- 10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700-12-3 (精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版畫 2.CST: 畫冊 937

書畫
形象之外 : 張大千的生活與藝術 / 馮
幼衡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卷文化, 11103 .- 217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12-0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張大千 2.CST: 傳記
940.9933
千年盛名.獨步大千 : 張大千的志道
與游藝兼論黃智茂老師的道藝 / 高
月雲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黃智
茂, 11101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06-8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張大千 2.CST: 書畫 3.CST: 作
品集 941.5
林玉山書畫集 /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
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.-- 新北市 : 南
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
學, 1110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491-5-5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5
陳芝方書畫集. 續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漢雅資訊有限公司, 11101 .-168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643-3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5
醉墨遊心 : 王麗蓉畫展輯 / 王麗蓉
作 .-- 新北市 : 王麗蓉, 11102 .-- 96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242 (精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書畫 2.CST: 作品集 941.5
篆書書法基礎 : 540 部首文字演變 /
王心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鳳凰文
物中心, 11102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85119-5-8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篆書 2.CST: 書法 3.CST: 書法
教學 942.12
草書法象抉微 : 張光賓<草書結字口
訣>研究 / 趙宇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(雄獅美術) .-ISBN 978-957-474-167-0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草書 2.CST: 書法 942.14
覺華 : 草書法象探賾與創作 / 趙宇修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雄獅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103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 ( 雄 獅 美 術 ) .-- ISBN 978-957-474166-3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1.CST: 草書 2.CST: 書法 942.14
名家書法練習帖 : 柳公權.玄秘塔碑 /
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

- 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15-5-4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1.CST: 法帖 943.5
清歡有味 : 張穆希書道集 / 張穆希
作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,
11102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0-69-2 (精裝) 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5
文開墨韻 / 李政志總編輯 .-- 彰化縣
鹿港鎮 : 彰化縣文開詩社, 11101 .-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8732-1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茶甘墨香 : 戀戀風城: 一茶一墨書友
聯展作品集 / 羅際鴻等 32 位著作 .-新竹市 : 羅際鴻, 11102 .-- 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41-9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情深調合 : 2021 府城當代書法家作
品展 = Deep Emotion in Delicate Form :
the
2021
Tainan
Contemporary
Calligraphy Exhibition / 林 育 淳 總 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美術館,
11101 .-- 7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7-75-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濡墨雅集會員聯展專輯 / 陳韻如主
編 .-- 南投市 : 濡墨雅集, 11101 .-- 96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04-09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書法 2.CST: 作品集 943.6
八闽百花图 / 曹鸣喜作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101 .-- 116 面;
38 公分 .-- 正體題名:八閩百花圖 .-ISBN 978-626-95476-4-7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花卉畫 2.CST: 畫冊 944.6
先秦漢唐畫全集. 第二卷 / 劉霽慷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秦鼎文流實
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- 287 面; 4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354-3-1 (精裝)
NT$19500 普遍級
1.CST: 中國畫 2.CST: 畫冊 945.5
月影婆娑你和我 : 林靖子 = Moon and
the tree,you and I : Yasuko Hayashi / 林
暄涵文 .-- 臺南市 : 蔚藍藝術經紀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8385-5-9 (平
裝) NT$1600 普遍級
1.CST: 膠彩畫 2.CST: 畫冊 945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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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美術全集. 第 39 卷, 劉耕谷 =
Taiwan fine arts series. 39, Liu GengGu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藝術家出版社,
11102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82-288-3 (精裝) NT$1800 普遍級
1.CST: 膠彩畫 2.CST: 畫冊 945.6
瀟湘王本富水墨彩瓷作品集 / 王本
富著作 .-- 新北市 : 王本富, 11101 .-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27-3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水墨畫 2.CST: 陶瓷畫 3.CST:
畫冊 945.6
鳥類繪畫課 : 美國自然學家約翰勞
斯賞鳥與畫鳥指南 / 約翰.繆爾.勞斯
(John Muir Laws)著 ; 江勻楷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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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68-7 (平裝)
NT$590 普遍級
1.CST: 鳥類 2.CST: 動物畫 3.CST: 繪
畫技法 947.33
Blessed time. 1, 青 年 版 圖 文 集 =
Blessed time. 1, youth version / 張育慧
(Hope Chang)作 ; 陳巧妤(Yedda Chen),
張育慧(Hope Chang), 羅巧雲(Clou Lou)
繪 .-- 臺北市 : 八二八數位智能有限
公 司 , 11103 .-- 76 面 ; 26 公 分 .-(Blessed time 圖文集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06380-2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39
女子表情屬性大全 : 5 位專家指導!表
情呈現大滿足! / 飛鳥出版編著 ; 龔
亭芬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1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43-6 (平
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漫畫 2.CST: 人物畫 3.CST: 繪
畫技法 947.41
黑暗騎士的崛起 : 蝙蝠俠全史與席
捲全世界的宅文化 / 格倫.威爾登
(Glen Weldon)作 ; 劉維人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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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4-128-5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漫畫 2.CST: 讀物研究
947.41
3 分鐘超萌塗鴉畫起來 / 飛樂鳥工作
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8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69-8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繪畫技法
947.45
結果還是做不到 / 吉竹伸介作 ; 雷鎮
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
驗室, 11103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86-5-4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畫冊 947.45
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: orie / orie 著 ;
王怡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15-7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插畫 2.CST: 畫冊 947.45
Julie Hsieh 謝宛儒 / 謝宛儒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宛儒畫廊有限公司,
11102 .-- 16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321-1-3 (精裝) NT$1000 普
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水平遠離 / 閔才暎, 谷保玲奈[作] .-臺北市 : 赤粒藝術經紀策展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72 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06708-4-4 (平裝)
NT$800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招治阿嬤故.講.畫 = Grandma Zhao-zhi
tells taiwanes tales / 謝招治圖.文 .-- 初
版 .-- 雲林縣虎尾鎮 : 社團法人雲林
縣雲林故事人協會, 11101 .-- 108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06-87 (精裝) NT$750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星月夜 / 何恭上撰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藝術圖書公司, 11101 .-- 160 面;
24 公分 .-- (一秒千秋系列 ; 2) .-- ISBN
978-957-672-409-1 (平裝) NT$280 普
遍級
1.CST: 西洋畫 2.CST: 藝術欣賞
947.5
師法自然的藝想家 : 柯鴻圖繪畫作
品集. 四 = An artist who learns from
nature : painting album of Ko, Hungto. 4
/ 柯鴻圖作 .-- 新北市 : 大計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1777-7-1 (平裝) 普遍
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
浮光掠影 宋曉明個展 / 宋曉明總編
輯 .-- 新北市 : 采泥藝術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97655-6-5 (精
裝)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高 雄市 圓夢美 術推 廣畫會創 作集 .
2022 / 曾期正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奇陣文化藝術, 11102 .-- 1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1575-7-6 (平
裝) NT$700 普遍級
1.CST: 西洋畫 2.CST: 畫冊 947.5
陳明湘作品集 = Works of Margaret
Chen Lee / 陳明湘主編 .-- 臺北市 : 國
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, 11103 .-- 76 面 ;
26X3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8-221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猶在 : 陳秀敏畫集 / 陳秀敏作 .-- 初
版 .-- 桃 園 市 : 隱 藝 空 間 工 作 室 ,
11101 .-- 12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92-0-5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藝海揚波 : 臺灣海洋畫會 2022 年會
員聯展專輯 / 蘇姝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
臺灣海洋畫會, 11102 .-- 108 面; 25X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061-2-6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繪畫 2.CST: 畫冊 947.5
下班後的鉛筆素描課. 人物篇 /
OCHABI Institute 作 ; 游若琪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76 面; 19X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07-6 (平裝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鉛筆畫 2.CST: 人物畫 3.CST:
素描 4.CST: 繪畫技法 948.2
水彩調色與技法 : 認識顏料特性與
調色原理,學習運用 11 種基礎色創造
出最大色彩範圍,建立個人專屬調色
盤 / 伊莎貝.侯洛芙(Isabelle Roelofs),
法比安.佩堤里雍(Fabien Petillion)著 ;
韓書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
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103 .-- 144 面; 24 公分 .-- (Art school ;
97) .-- ISBN 978-986-459-387-3 (平裝)
NT$630 普遍級
1.CST: 水彩畫 2.CST: 色彩學 3.CST:
繪畫技法 948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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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筆輕鬆畫水彩 / 管育伶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12 面; 23 公分 .-- (多彩
多藝 ; 10) .-- ISBN 978-957-686-824-5
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1.CST: 水彩畫 2.CST: 繪畫技法
948.4
郭宗正水彩創作集. 2022 / 郭宗正
作 .-- 臺 南 市 : 臺 南 郭 綜 合 醫 院 ,
11101 .-- 120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8803-9-5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水彩畫 2.CST: 畫冊 948.4
駕馭光影 畫出絕美質感水彩畫 : 從
渲染混色到層次對比,完整公開 49 支
技法影片教學! / 阿部智幸著 ; 王怡
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07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水彩畫 2.CST: 繪畫技法
948.4
臺灣,抽象時代 : 獅嶺雲端畫集 / 林蒼
鬱, 沈國平, 周韋枹, 邱錦英, 林靜瑀,
郭文慧, 許素華, 張晏蓁, 楊佩芬, 廖
月華, 顏志斌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獅嶺畫室, 11103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955-2-7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抽象藝術 2.CST: 畫冊 949.6

攝影；電腦藝術
攝影曝光設計寶典 / 新知互動作 .-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102 .-- 25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504-8 (平
裝) 普遍級
1.CST: 攝影技術 2.CST: 攝影光學
3.CST: 數位攝影 952.12
單燈人像 : 預視現場,用一支閃燈打
出各種可能 / 張道慈(破渡)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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4 .-- 220 面;
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869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1.CST: 人像攝影 2.CST: 攝影技術
953.3
光.舞弄.影 : 臺灣國際光影藝術節.
2022 = Play & playing-light & shadow :
2022 Taiwan International Light Festival
/ 黃舒屏主編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

術館, 11101 .-- 120 面; 24X3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550-3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1.CST: 數位藝術 2.CST: 高科技藝術
956
數位媒體交互設計 / 師濤編著 .-- 修
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626-332-026-0 (平
裝) NT$550 普遍級
1.CST: 數位藝術 2.CST: 數位媒體
3.CST: 設計 956.7
婉風流轉時 : 影像靈光與文學的跨
域閱讀 = A gentle breeze : aura and
inspiration in photography and literature
/ 蔡昭儀主編 .-- 臺中市 : 國立臺灣美
術館,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, 11102 .-28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548-0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攝影作品 2.CST: 藝術評論
3.CST: 文集 4.CST: 臺灣 957.5
陳傑個人故事寫真書 : 靈魂的顏色 =
Jay Chen : colors of my soul / 陳傑, 阿
徹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查爾斯運動
行銷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84-0-5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1.CST: 人像攝影 2.CST: 攝影集
957.5
水汴頭迎景 : 攝影專輯 / 林煥文攝影 ;
陳璧君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
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101 .-- 11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49-2 (平裝)
普遍級
1.CST: 攝影集 957.6
紀實攝影,我的 2019-2021 : 張守為作
品 = Documentary photography, about
2019-2021 : works by Chang Sow Wei /
張守為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1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0-194-4 (精
裝) NT$30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作品 2.CST: 藝術評論
957.9
許捷芳的天地 : 鏡頭下的自然美與
外交繽紛 / 許捷芳著作 .-- 臺北市 : 許
捷芳, 11012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75-7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攝影集 958.33
攝影迷境 : 蘇紹連攝影書 = Trances in
photograph / 蘇紹連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
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,
11103 .-- 170 面; 21 公分 .-- (藝術設計
類 ; PG2680)(SHOW 藝術 ; 38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626-7088-37-1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攝影集 958.33

工藝美術
南 迴 藝 術 季 . 2021 : 從 這 出 發
Sicevudan 專刊 = Nanhui Art Project
2021 Forward From Here / 顏志光總編
輯 .-- 臺東市 : 臺東縣政府, 11101 .-107 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5419-73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地景藝術 2.CST: 裝置藝術
3.CST: 作品集 960
拾鱗 : 廢棄魚鱗 X 生質材料 X 工藝
新用 / 林宜鄉, 呂宗翰, 陳沛穎作 .-初版 .-- 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
藝研究發展中心, 11012 .-- 12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52-7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工藝美術 2.CST: 工藝設計
3.CST: 鱗 960
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
寶典 : 完整呈現原尺寸等比例完成
稿 /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4-072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視覺藝術 2.CST: 視覺設計
3.CST: 考試指南 960
創意造形.視覺重構 : 2021 國際學術
研討會暨工作營成果專集 = Creative
form and visual reconstruction : 2021
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and
workshop / 張妃滿總編輯 .-- [新北市] :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, 11101 .-- 17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74-7-0 (平
裝) NT$500 普遍級
1.CST: 視覺設計 2.CST: 文集 960.7
字現場 : 設計手法 X 創意來源 X 配
色靈感,當代標題字體案例全解析 /
gaatii 光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4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80-8 (精
裝) NT$880 普遍級
1.CST: 平面設計 2.CST: 字體 9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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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色彩圖鑑 : 影響現代科學的經
典 色 彩 系 統 / 派 崔 克 . 貝蒂 (Patrick
Baty), 伊萊恩.查瓦特(Elaine Charwat),
彼得.戴維森(Peter Davidson), 安德烈.
卡耳力切克(André Karliczek), 朱麗爾.
西蒙尼尼(Giulia Simonini)作 ; 王翎,
張雅億, 杜蘊慧翻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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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7 .-- 28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8-782-2 (精裝) NT$1500 普遍級
1.CST: 色彩學 963
尋夜指南 : 台灣夜市色彩應用 =
Color of Taiwan night market / 呂恩彤,
邱緯麟, 韋慈恩, 陳沛嘉, 劉怡庭, 蘇
郁宸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崑山科技
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, 11103 .-- 8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00-11-6 (平
裝) NT$980 普遍級
1.CST: 色彩學 2.CST: 小吃 3.CST: 臺
灣 963
像藝術家一樣活用色彩 / 貝蒂.愛德
華(Betty Edwards)著 ; 駱香潔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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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4-124-7 (平裝)
NT$550 普遍級
1.CST: 色彩學 2.CST: 繪畫技法
963
有感的設計 / 戴博拉.納斯(Deborah
Nas)作 ; 方祖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176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423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工業設計 2.CST: 科學技術
3.CST: 創造力 964
提案版面學 / ingectar-e 著 ; 黃筱涵
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4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創意
家 ; 42) .-- ISBN 978-957-658-771-9 (平
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商業美術 2.CST: 平面設計
964
搞懂設計思考 : 解謎好設計的邏輯 :
用設計人的角度想問題 / OCHABI
Institute 著 ; 謝薾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 16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12-705-5 (平裝) NT$490 普遍級
1.CST: 平面設計 964

商業包裝設計之產學實踐技術報告 /
李貴連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2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63-2 (精裝)
普遍級
1.CST: 包裝設計 2.CST: 企業識別體
系 964.1
室內設計手繪製圖必學. 2, 大樣圖 :
剖圖搭配施工照詳解,看懂材料銜接、
圖例畫法,重點精準掌握一點就通 /
陳鎔作 .--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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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08 面;
26 公分 .-- (Designer Class ; 17) .-- ISBN
978-986-408-784-6 (平裝) NT$499 普
遍級
1.CST: 室內設計 2.CST: 繪畫技法
967
設計細節收邊工法圖典 /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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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256 面;
25 公分 .-- (Solution book ; 136) .-ISBN 978-986-408-781-5 ( 平 裝 )
NT$699 普遍級
1.CST: 室內設計 2.CST: 室內裝飾
967
已讀-面對消失的回應. Ⅱ / 鄧兆鈞總
編輯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國立屏東科
技大學, 11102 .-- 126 面; 20X2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782-0-7 (精裝) 普遍
級
1.CST: 家具設計 2.CST: 木材 967.5
心之所向 : 工藝路上探索完整的生
命拚圖 / 林淑雅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阜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7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869-87 (平裝) NT$980 普遍級
1.CST: 珠寶設計 2.CST: 金屬工藝
968.4
木單車工藝製造現場. 第二話, 雕.灼
= Make a good scene. chapter two, carve
out / 林宜鄉, 周耀俊, 姚仁寬撰文 .-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
發展中心, 1101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2-543-5
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1.CST: 木工 2.CST: 工藝設計 3.CST:
腳踏車 969.6

作品的故事 蘊育的美景 / 許志強
作 .-- 彰化縣鹿港鎮 : 靜簏苑, 11101 .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88-0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木工 2.CST: 工藝美術 3.CST:
作品集 969.6
*裹山 Dungku Asang : 紅葉部落策展
計劃 / 林介文作 ; 瓦旦督喜, 柏林, 恩
萊勇.法芙魯安, 紗娃.吉娃司, 謝郁雯,
温孟軒, 楊奕, 連佩君協同撰文 .-- 初
版 .-- 花蓮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
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, 11012 .-- 17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0-02-7 (平
裝) NT$1080 普遍級
1.CST: 編織工藝 2.CST: 太魯閣族
3.CST: 花蓮縣 969.7

技藝
KEIRA FLEUR : 韓式花藝課 / 金愛真
著 ; 曾晏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
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28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99-2 (平
裝) NT$600 普遍級
1.CST: 花藝 971
臺灣茶器聯展. 2022 / 廖小輝總編
輯 .-- 臺南市 : 財團法人方圓文化藝
術基金會, 11103 .-- 72 面; 21X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210-7-6 (精裝)
NT$450 普遍級
1.CST: 茶具 2.CST: 臺灣 974.3
一堂永遠不會結束的課 : 平珩的國
際共製「心」經驗 / 平珩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皇冠
叢書 ; 第 4989 種)(創藝 ; 2) .-- ISBN
978-957-33-3849-9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1.CST: 舞蹈空間 976.92
原 舞 者 30 年 誌 @dFISDT 30th
anniversary / 陳昱豪總編輯 .-- 初版 .-花蓮縣壽豐鄉 : 財團法人原舞者文
化藝術基金會, 11012 .-- 1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7668-1-5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1.CST: 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
金會 2.CST: 民族舞蹈 3.CST: 原住民
音樂 976.92

戲劇
95

南管新錦珠交加戲 : 秦香蓮 =
Nanguan Xin Jin Zhu Opera Trope :
Jiaojia Opera Qin Xianglian / 呂鈺秀
作 .-- 新 北 市 : 南 管 新 錦 珠 劇 團 ,
11012 .-- 126 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626-95684-0-6 (精裝附
隨身碟) 普遍級
1.CST: 傳統戲劇 2.CST: 戲曲藝術
3.CST: 南管音樂 4.CST: 臺灣 983.3
暴力鬼才昆汀.塔倫提諾 : 錄影帶店
員逆襲成名導的神話,用血腥與幽默
打造商業與藝術的絕妙平衡 / 伊恩.
納桑(Ian Nathan)著 ; 劉佳澐, 汪冠岐,
黃政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176
面; 24 公分 .-- (邊城 ; 25) .-- ISBN 978986-489-586-1 (精裝) NT$850 普遍級
1.CST: 塔倫提諾(Tarantino, Quentin)
2.CST: 電影導演 3.CST: 電影 4.CST:
美國 987.31
大師運鏡. 2, 觸動人心的 100 種電影
拍攝技巧 : 拍出高張力 X 創意感的
好電影 / Christopher Kenworthy 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城邦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 240 面 ; 26 公 分 .-- (NeoArt ;
2AB613X) .-- ISBN 978-986-0769-75-3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電影攝影 2.CST: 電影製作
987.4
大師運鏡. 3, 邁向頂尖的 100 種電影
拍攝技巧,突破平庸的鏡位設計與導
演思維 / Christopher Kenworthy 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城邦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9-76-0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1.CST: 電影攝影 2.CST: 電影製作
987.4
大師運鏡 : 全面解析 100 種電影拍攝
技巧 / Christopher Kenworthy 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城邦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 240 面 ; 26 公 分 .-- (NeoArt ;
2AB612X) .-- ISBN 978-986-0769-74-6
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1.CST: 電影攝影 2.CST: 電影製作
987.4
<<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>>電
影劇照書 / 華映娛樂作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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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2 .-- 208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52-6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影片 2.CST: 照片集
987.83
沙丘電影設定集 : 概念、製作、美
術 與 靈 魂 / 譚 雅 . 拉 普 安 特 (Tanya
Lapointe)著 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家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3 .-- 240 面; 28 公
分 .-- (Art ; 25) .-- ISBN 978-986-556251-9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電影片 2.CST: 電影美術設計
987.83
教父寶典(五十週年紀念評註版) : 全
劇本、各場圖文評註、訪談及鮮為
人 知 的 事 件 / 珍 妮 . 瓊 絲 (Jenny M.
Jones)著 ; 李泳泉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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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272 面; 27
公分 .-- (灰盒子 ; 1) .-- ISBN 978-62695589-6-4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1.CST: 電影片 2.CST: 影評 987.83
日本經典動畫建築 : 想像異世界與
無窮的巨型城市 / 史提芬.瑞克勒斯
(Stefan Riekeles)作 ; 李建興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3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118-07-8 ( 精 裝 )
NT$1200 普遍級
1.CST: 動畫 2.CST: 動畫製作 3.CST:
日本 987.85
華燈初上 : 影像創作紀實 / 百聿數碼
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著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
行銷業務部發行, 11103 .-- 19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47-2 (平裝)
限制級
1.CST: 電視劇 989.2
東洋畫坊 / 破風, 列當度, 君靈鈴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
有限公司, 11101 .-- 1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75-75-5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1.CST: 電視劇 2.CST: 電影 3.CST: 劇
評 4.CST: 日本 989.231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

俱樂部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 / 黃妍
榛, 臧國帆, 楊子興, 洪國洋, 楊啟文,
王俊人, 鍾任翔, 鄭乃文作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10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16-1-3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俱樂部 2.CST: 企業管理
991.3
京都喫茶記事 : 從明治到令和,專屬
於古都的咖啡魅力與文化故事 / 田
中慶一著 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4-27-8 (平裝)
NT$420 普遍級
1.CST: 咖啡館 2.CST: 文化史 3.CST:
日本京都市 991.7
開咖啡餐酒館交朋友 : 營運企劃書、
空間設計、品牌定位、行銷公關,一
次解決 / 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383-3-1 (平裝) NT$480 普
遍級
1.CST: 咖啡館 2.CST: 商店管理
3.CST: 策略規劃 4.CST: 個案研究
991.7
臺灣民俗技藝表演服飾探究 / 李心
瑜, 洪佩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
立臺灣戲曲學院, 11101 .-- 13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08-4-0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1.CST: 傳統技藝 2.CST: 民俗藝術
3.CST: 服裝設計 4.CST: 臺灣
991.87
走在鋼索上的特技之花 : 張元貞藝
師教學與傳承 / 程育君, 田國華, 彭書
相作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,
11101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608-3-3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
NT$400 普遍級
1.CST: 張元貞 2.CST: 雜技 3.CST: 傳
統技藝 991.91
旅行業經營管理 / 張金明, 張巍耀, 黃
仁謙, 周玉娥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
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38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496 (平裝) NT$560 普遍級
1.CST: 旅遊業管理 992.2
唯我玉山. 下, 重返聖山之二 / 陳玉峯,
楊國禎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
96

書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12 面; 26X26
公分 .-- (山林書院叢書 ; 42) .-- ISBN
978-957-608-585-7 (精裝) NT$1500 普
遍級
1.CST: 植物 2.CST: 自然景觀 3.CST:
玉山國家公園 992.3833
唯我玉山. 上, 總說玉山 / 陳玉峯, 楊
國禎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
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12 面; 26X26 公
分 .-- (山林書院叢書 ; 40) .-- ISBN
978-957-608-583-3 (精裝) NT$1500 普
遍級
1.CST: 玉山國家公園 992.3833
唯我玉山. 中, 重返聖山之一 / 陳玉峯,
楊國禎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
書有限公司, 11102 .-- 312 面; 26X26
公分 .-- (山林書院叢書 ; 41) .-- ISBN
978-957-608-584-0 (精裝) NT$1500 普
遍級
1.CST: 植物 2.CST: 玉山國家公園
992.3833
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指南. 2022 年
/ 李奇嶽, 陳善珮, 李承峻, 台北市旅
行商業同業公會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950-2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導遊 2.CST: 領隊 3.CST: 臺灣
史 4.CST: 臺灣地理 992.5
領隊與導遊精要 / 蕭新浴, 蕭瑀涵, 李
宛芸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40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72-4 (平裝)
NT$590 普遍級
1.CST: 領隊 2.CST: 導遊 992.5
殘暴之巔 : 攀登 K2 的女子先鋒,五位
女性登山家的生死經歷 / 珍妮佛.喬
登(Jennifer Jordan)著 ; 呂奕欣譯 .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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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528 面; 19 公分 .- (Meters ; FM1005) .-- ISBN 978-626315-085-0 (平裝) NT$599 普遍級
1.CST: 登山 2.CST: 女性傳記 3.CST:
喬戈里峰 992.77
超華麗公主找找看 : 觀察力遊戲 /
MILKY★LARA 文/圖 ; 蕘合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3 .-- 128 面; 21X19 公分 .--

ISBN 978-957-521-541-5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1.CST: 兒童遊戲 2.CST: 益智遊戲
996

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986-6169-74-8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謎語 997.4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53-2 (精
裝) 普遍級
ကျွန်တ

်/ကျွန်မနှင ်

大腦訓練 : 門薩會員指定!40 天練習,
恢復思維、保持敏捷,英國劍橋 AI 博
士活化大腦的祕密 / 葛瑞斯. 摩爾
(Gareth Moore)作 ; 胡欣蘭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103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71-339-5 (平裝) 普遍級
1.CST: 益智遊戲 997

AK FAQ 人形塗裝聖經 / Kirill Kanaev
作 .-- [臺中市] : 小人工作室 ; 新北市 :
北 星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99939-1-3 (全套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99939-2-0 (上
冊:平裝) NT$1250 .-- ISBN 978-98699939-3-7 (下冊:平裝) NT$1350 普遍
級
1.CST: 模型 2.CST: 工藝美術 999

ကျွန်တ

်/ကျွန်မ၏သ ားသမား:

打怪西遊記. 3, 孫悟空突破仙人數字
陣 / 董麗艷, 馬劍濤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華文精典, 11103 .-- 160 面; 26
公分 .-- (樂學館 ; 17) .-- ISBN 978-62695493-2-0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1.CST: 益智遊戲 997

臺灣 7 逃咪ㄚ = Dream warehouse / 胡
宏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鹿港甘仔
店懷舊餐廳, 11101 .-- 256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97-0-0 (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1.CST: 蒐藏品 2.CST: 玩具 999.2

推理&解謎超級偵探 : 136 個破案檔
案 / 土門 TOKIO 文.圖 ; 蕘合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104 .-- 28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21-544-6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益智遊戲 997

順天石譜 / 謝棟樑, 林美怡, 蔡奇勳,
簡森林, 鄭鴻霖, 鄭永斌, 曹烱林, 黃
有為, 林雪玲, 施宗杰, 黃慶輝, 陳福
安, 王永澤, 朱文宗, 歐志鵬, 廖名斌,
劉焜輝, 郭鋸橫, 游金墩, 張竣雄, 許
偉英, 林茗豪, 簡鴻洋, 王元民, 許文
進, 黃舜吉, 張河清, 何有旭, 葉弘傑,
蘇如鴻, 許立達, 陳彤蕙編輯委員 .-臺中市 : 臺中市石友會, 11102 .-- 148
面 ; 23X27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723-0-4 (精裝) 普遍級
1.CST: 蒐藏品 2.CST: 奇石 3.CST: 石
藝 999.21

野貓軍團找一找遊戲書 / 工藤紀子
作.繪 ; 東方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104 .-- 24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8-474-8 (精裝) NT$300 普
遍級
1.CST: 益智遊戲 2.CST: 顏色
3.SHTB: 認知發展--3-6 歲幼兒讀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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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帥氣勇士找找看 : 辨識力遊戲 / 皮
卡五郎文.圖 ; 蕘合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103 .- 128 面; 21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21-542-2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1.CST: 益智遊戲 997
愛因斯坦的經典謎題 : 破解科學和
哲學界最燒腦的 50 道難解之謎 / 傑
瑞米.史坦葛倫(Jeremy Stangroom)著 ;
林麗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103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81) .-- ISBN
978-986-507-710-5 (平裝) NT$350 普
遍級
1.CST: 謎語 2.CST: 悖論 997.4
謎魔法通同字 / 楊國顯著 .-- 高雄市 :
菜根香出版社, 11104 .-- 100 面; 19 公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目錄
政府出版品
2021 國際咖啡杯大賽/林琪展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鶯歌陶
瓷博物館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2-89-5 (PDF) 普遍級
2021 臺灣海洋生態環境報告/黃向文,
陳耀森, 鄭光宏, 蘇恆寬, 馬振耀, 陳
鴻文, 郭庭羽, 楊蕙禎, 柯慶麟, 李芷
穎, 吳建勳, 楊政霖著 .-- 第一版 .-- 高
雄市 : 海保署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7-79-1 (PDF) 普遍級
6th Doodle 塗呀!/陳家欣總編輯 .-- 彰
化市 : 彰化藝術高中, 11102 .-- 80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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မိဘမ ားအ

က
ွ ် လမ်ားညွှန်စ တစ င်. 幼

兒篇/國立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
心編撰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101 .-- 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6-27-3 (平裝) 普遍級
ฉันและลู กของฉัน:
คู ่มอ
ื สาหร ับผู ป
้ กครอง
่
เกียวก ับคู ่มอ
ื เล่มนี .้ 幼兒篇/國立空中
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編撰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101 .-- 85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23-5 (平
裝) 普遍級
នឹងកូ នរបស់ខ្ញុំ:
គឺជាសសៀវសៅមួ យកាលសុំរាប់ឪពុក
ម្តាយ សាីអុំពីសសៀវសៅ១កាលសនេះ 幼兒
篇/國立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
編撰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101 .-- 9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6-22-8 (平裝) 普遍級
温隆信: 第八號交響曲<<撥雲見日
>>(總譜)/溫隆信作曲 .-- 臺中市 : 臺
灣交響樂團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536-7 (PDF) 普遍級
Ako at ang Aking Anak: Isang manwal
para sa mga magulang. 幼兒篇/國立空
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編撰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101 .-- 9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25-9 (平
裝) 普遍級
Anakku dengan saya: Buku panduan
untuk ibu bapa. 幼兒篇/國立空中大學
健康家庭研究中心編撰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教育部, 11101 .-- 9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24-2 (平裝)
普遍級
Christina's
imagination/written
by
Christina Chou .-- First published .-- 屏
東縣 : 屏東科大智媒中心, 11101 .-100 面 ; 19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060-9-6 (平裝) 普遍級
eBird 操作手冊/邱承慶, 呂翊維, 林瑞
興作 .-- 臺北市 : 野鳥學會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05-0-6
(PDF) 普遍級

Hope Fishing: 韓 國 藝 術 家 安 允 模
YUN MO AHN 個展/陳修程, 林韋旭,
黃宏文, 余晏如, 高麗容, 林兆容, 林
佩怡編輯 .-- 臺南市 : 南市文化局,
11101 .-- 34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78-2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MAKAPAH 美 術 獎 得 獎 作 品 專 輯 .
2021: 繪畫類/ 楊正斌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,
11012 .-- 11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35-57-8 (精裝) NT$500 普
遍級
MAKAPAH 美 術 獎 得 獎 作 品 專 輯 .
2021: 攝影類/ 楊正斌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,
11012 .-- 11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35-58-5 (精裝) NT$500 普
遍級
MATLAB applications in chemical
engineering/author Chyi-Tsong Chen .-1st ed. .-- 金門縣 : 金門大學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872-8-4
(PDF) 普遍級
Saya dan Anakku: Sebuah buku panduan
untuk orang tua. 幼兒篇/國立空中大學
健康家庭研究中心編撰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教育部, 11101 .-- 9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21-1 (平裝)
普遍級
Tôi và con của tôi: Một cuốn sổ tay dành
cho các bậc phụ huynh. 幼兒篇/國立空
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編撰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 11101 .-- 9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6-26-6 (平
裝) 普遍級
Taiwan literature: English translation
series. no.48= 台 灣 文 學 英 譯 叢 刊 .
No.48/Kuo-ch'ing Tu （杜國清） and
Terence Russell（羅德仁） 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72-3
(PDF) 普遍級
Taiwan literature: English translation
series. no.48= 台 灣 文 學 英 譯 叢 刊 .
No.48/Kuo-ch'ing Tu （杜國清） and
Terence Russell（羅德仁） 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73-0
(EPUB) 普遍級

一看就懂的<<省稅漫畫>>/趙思涵文
字; 陳世桓漫畫 .-- 臺中市 : 中市地方
稅務局, 11012 .-- 4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01-70-7 (平裝) 普遍
級
七十春風沐紀念特刊/林志儒, 邱育
琳, 林靖宜, 蔡昀庭, 陳柔蒨, 陳麗琴,
何思瑩, 盧芸妮執行編輯 .-- 高雄市 :
高市青山國小, 11012 .-- 1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76-6 (精裝)
普遍級
中華民國僑生手冊. 中華民國 110 年
版= Handbook for overseas compatriot
students/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生處
編製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僑委會,
11012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82-1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運作意見調
查: 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部分(調查
期間自 110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
止)/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
會編 .-- 臺北市 : 退撫基金監委會,
11012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4-97-4 (平裝) 普遍級
水上警察概要與情境實務/姚洲典,
伍姿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警專,
11101 .-- 5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6-90-0 (平裝) 普遍級
水波時尺或時頻分析法之比較與應
用. (4/4)= The best wavelet for water
waves/李勇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交通部運研所, 11103 .-- 31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384-5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危老重建結合安居敬老空間環境設
計之研究/高立新計畫主持; 黃國慶,
邱英浩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
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101 .-- 2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95-5 (平
裝) 普遍級
住宿式長照機構有關失智症照顧專
區設計之研究/鄭元良研究主持; 陳
柏宗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
內政部建研所, 11101 .-- 187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93-1 (平裝)
普遍級
走在家鄉海之濱 海洋百工探尋: 十
種產地到餐桌的職人堅持/黃宗舜,
郭兆偉著 .-- 基隆市 : 海洋大學臺灣
海洋教育中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673-3-7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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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進信義 梅味酒久/童靜瑩, 陳泓富
文字; 陳崑晴繪 .-- 南投縣 : 暨大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201-2-1 (PDF) 普遍級
走過南門市場的過去、現在及未來:
南門中繼市場篇/黃立遠, 李惠裕, 王
健忠, 劉家銘, 周國平, 吳再欽, 林慧
忠, 張泰昌, 陳炳麟, 蕭志龍, 羅馨宜,
周文皓, 陳顯銘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市新建工程處, 11101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814 (平裝) 普遍級
典藏.典常: 典藏管理論壇論文集/杜
偉誌, 張銘宏, 葉前錦, 黃茂榮, 黃瀞
慧, 陳淑菁, 陳婉平, 郭曉純, 魏雅蘋
撰稿 .-- 臺南市 : 臺灣史博館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42-8
(PDF) 普遍級
油墨裡的海洋: 藏在舊報紙裡的臺灣
歷史/核心通識「海洋文明發展」修
課同學作 .-- 高雄市 : 高雄科大博雅
教育中心, 11102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080-5-1 (平裝) 普遍
級
版繹時代: 2022 金門國際版畫展 =
Kinmen International Print Exhibition/周
祥敏, 陳素菁執行編輯 .-- 金門縣 : 金
縣文化局, 11101 .-- 215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65-1 (平裝)
NT$1200 普遍級
花蓮縣特殊教育統計年報. 109 學年
度/鄒逢益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花蓮縣 :
花縣府, 11102 .-- 9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29-63-8 (平裝) 普遍
級
金希文: 客家狂想曲,為小提琴與管
弦樂團(總譜)/金希文作曲 .-- 臺中市 :
臺灣交響樂團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533-6 (PDF) 普遍級
非常上訴、上訴案例選輯/最高檢察
署編輯委員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最高
檢察署, 11101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43-79-5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前進 蛻變: 第十七屆中華民國傑出
建 築 師 獎 專 輯 = Moving
forward.metamorphosis: the outstanding
architects award 2021/王銘顯, 戴育澤,
江文淵, 楊立華合著 .-- 臺北市 : 營建
署, 11101 .-- 12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6-86-3 (精裝) 普遍級

美國公共住宅、日本公營住宅及我
國社會住宅設施設備和必要附屬設
施法令之比較/張志源研究主持 .-- 第
1 版 .-- 新 北 市 : 內 政 部 建 研 所 ,
11012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6-84-9 (平裝) 普遍級
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: 中華民國
109 年 5 月 19 日,交通部鐵路管理局,
第 3218 次車,成功站斷軌重大鐵道事
故/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
委員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4-98-1 (PDF) 普遍級
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: 中華民國
109 年 7 月 22 日,佳樂達 279-VV 遊覽
車重大公路事故/國家運輸安全調查
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
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99-8 (PDF)
普遍級
島此藝遊: 關於馬祖的藝術發想/陳
明惠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成大創產所,
11101 .-- 50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1-7-3 (平裝) 普遍級
時代人聲: 從紀實文學到 Podcast: 臺
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0 學年
度二年仁班學習成果集/臺北市立中
山女子高級中學第 123 屆二年仁班
全體同學作 .-- 臺北市 : 北市中山女
中, 11101 .-- 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2-86-9 (平裝) 普遍級
消 防安全設 備檢修實 務 /邱晨瑋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警專, 11101 .-38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89-4 (平裝) 普遍級
高齡者住宅相關設計規定修訂之研
究/陳柏宗研究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
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 11101 .-- 17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6-87-0 (平
裝) 普遍級
啡嚐嘉義: 嘉義縣咖啡三部曲建置計
畫. 第一部曲/嘉義縣政府編 .-- 初
版 .-- 嘉義縣 : 嘉縣府, 11101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9-038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悠游藝境/柯宜雯, 林秀珊, 陳怡儒, 黃
文瓊, 林銘奕, 陳秀然, 黃俊傑, 陳貴
美執行編輯 .-- 彰化縣 : 彰縣彰安國
中, 11101 .-- 84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73-51-8 (平裝) 普遍
級

設置附設移位機之行動不便者上下
車 專區可行 性初探 / 黃中興研究主
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
所, 11101 .-- 12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6-94-8 (平裝) 普遍級
郭芝苑: <<民歌與採茶舞>>為絃樂
團(總譜)/郭芝苑作曲 .-- 臺中市 : 臺
灣交響樂團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534-3 (PDF) 普遍級
都會區工程環境地質圖集. II, 說明書
= The introduction of urban geotechnical
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II/紀宗吉
主編 .-- 新北市 : 中央地質調查所,
11012 .-- 4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3-268-6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陳士惠: <菅芒花>大提琴與室內管弦
樂(總譜)/陳士惠作曲 .-- 臺中市 : 臺
灣交響樂團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535-0 (PDF) 普遍級
結合建築資訊建模(BIM)、辨識技術
與人工智慧(AI)技術於建築物預鑄
工法應用/王榮進研究主持; 曾仁杰
協同主持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
部建研所, 11101 .-- 63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6-92-4 (平裝) 普遍
級
雲林味= Yunlin way/陳璧君總編輯 .-初版 .-- 雲林縣 : 雲縣府, 11012 .-- 4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461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雲林縣縣管區域排水羊稠厝大排、
下崙大排一、下崙大排二規劃檢討
( 核 定 本 )= Planning review of
Yangchoucuo major drainage, Xialun
major drainage system no.1 and no.2/巨
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雲
林縣 : 雲縣府, 11101 .-- 37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53-9 (平裝附
光碟片) 普遍級
雲林縣縣管區域排水蔦松大排規劃
檢 討 ( 核 定 本 )= Planning review of
Niaosong major drainage system/巨廷工
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.-- 雲林縣 :
雲縣府, 11101 .-- 2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0-52-2 (平裝附光碟
片) 普遍級
黃思瑜: <<結>>(總譜)/黃思瑜作曲 .- 臺中市 : 臺灣交響樂團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37-4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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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聰賢: <<山水舞鶴>>(總譜)/楊聰賢
作 曲 .-- 臺 中 市 : 臺 灣 交 響 樂 團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2-538-1 (PDF) 普遍級
照顧服務導入高齡者住宅之研究/王
榮進研究主持; 陳震宇協同主持 .-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內政部建研所,
11101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6-88-7 (平裝) 普遍級
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統計年
報. 109 年度= Northern Region Water
Resources Office Water Resources
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
2020 statistics yearbook/經濟部水利署
北區水資源局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, 11102 .-12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273-0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種藝科樹: 新北市美術館藝術
STEAM 教案開發成果專輯/江俊毅,
吳易蓁, 李佳倩, 並蹦俱樂部(徐建宇,
楊清雯), 官妍廷, 林沛瑩, 于沛廷, 許
岑竹, 陳宜艷, 陳敬寶, 黃瀚嶢, 新興
糊紙文化(張宛瑩, 詹昱筑), 曹存慧,
賈茜茹, 盧藝, 陳欣彤, 羅婉云, 王英
儒, 王燕昭, 田憶萍, 何茵庭, 吳宣萱,
吳嘉珮, 呂晟智, 李宜珍, 林岑怡, 林
凱莉, 林筱婕, 林麗雲, 張益明, 張晨
昕, 張琬湄, 張睿恩, 陳又慈, 陳欣怡,
陳盈君, 陳美如, 游允赫, 黃欣儀, 黃
采誼, 黃冠逸, 黃彥儒, 黃筱婷, 彭郁
芬, 劉美玲, 蔡宗翰, 蕭曉蓮, 李偉琪,
林文璋, 曹崇禮, 陳又慈, 溫仙賢, 葉
長青, 劉于綺, 蔡宜芳, 盧建宏, 謝明
栖作; 龔雅雯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新北
市文化局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462-95-6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種藝科樹: 新北市美術館藝術
STEAM 教案開發成果專輯. 幼兒組/
江俊毅, 吳易蓁, 李佳倩, 並蹦俱樂部
(徐建宇, 楊清雯), 官妍廷, 林沛瑩, 于
沛廷, 許岑竹, 陳宜艷, 陳敬寶, 黃瀚
嶢, 新興糊紙文化(張宛瑩, 詹昱筑),
曹存慧, 賈茜茹, 盧藝, 陳欣彤, 羅婉
云, 王英儒, 王燕昭, 田憶萍, 何茵庭,
吳宣萱, 吳嘉珮, 呂晟智, 李宜珍, 林
岑怡, 林凱莉, 林筱婕, 林麗雲, 張益
明, 張晨昕, 張琬湄, 張睿恩, 陳又慈,
陳欣怡, 陳盈君, 陳美如, 游允赫, 黃
欣儀, 黃采誼, 黃冠逸, 黃彥儒, 黃筱
婷, 彭郁芬, 劉美玲, 蔡宗翰, 蕭曉蓮,
李偉琪, 林文璋, 曹崇禮, 陳又慈, 溫

仙賢, 葉長青, 劉于綺, 蔡宜芳, 盧建
宏, 謝明栖作; 龔雅雯總編輯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文化局, 11102 .-- 33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91-8 (平裝)
普遍級
種藝科樹: 新北市美術館藝術
STEAM 教案開發成果專輯. 高中組/
江俊毅, 吳易蓁, 李佳倩, 並蹦俱樂部
(徐建宇, 楊清雯), 官妍廷, 林沛瑩, 于
沛廷, 許岑竹, 陳宜艷, 陳敬寶, 黃瀚
嶢, 新興糊紙文化(張宛瑩, 詹昱筑),
曹存慧, 賈茜茹, 盧藝, 陳欣彤, 羅婉
云, 王英儒, 王燕昭, 田憶萍, 何茵庭,
吳宣萱, 吳嘉珮, 呂晟智, 李宜珍, 林
岑怡, 林凱莉, 林筱婕, 林麗雲, 張益
明, 張晨昕, 張琬湄, 張睿恩, 陳又慈,
陳欣怡, 陳盈君, 陳美如, 游允赫, 黃
欣儀, 黃采誼, 黃冠逸, 黃彥儒, 黃筱
婷, 彭郁芬, 劉美玲, 蔡宗翰, 蕭曉蓮,
李偉琪, 林文璋, 曹崇禮, 陳又慈, 溫
仙賢, 葉長青, 劉于綺, 蔡宜芳, 盧建
宏, 謝明栖作; 龔雅雯總編輯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文化局, 11102 .-- 37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94-9 (平裝)
普遍級
種藝科樹: 新北市美術館藝術
STEAM 教案開發成果專輯. 國小組/
江俊毅, 吳易蓁, 李佳倩, 並蹦俱樂部
(徐建宇, 楊清雯), 官妍廷, 林沛瑩, 于
沛廷, 許岑竹, 陳宜艷, 陳敬寶, 黃瀚
嶢, 新興糊紙文化(張宛瑩, 詹昱筑),
曹存慧, 賈茜茹, 盧藝, 陳欣彤, 羅婉
云, 王英儒, 王燕昭, 田憶萍, 何茵庭,
吳宣萱, 吳嘉珮, 呂晟智, 李宜珍, 林
岑怡, 林凱莉, 林筱婕, 林麗雲, 張益
明, 張晨昕, 張琬湄, 張睿恩, 陳又慈,
陳欣怡, 陳盈君, 陳美如, 游允赫, 黃
欣儀, 黃采誼, 黃冠逸, 黃彥儒, 黃筱
婷, 彭郁芬, 劉美玲, 蔡宗翰, 蕭曉蓮,
李偉琪, 林文璋, 曹崇禮, 陳又慈, 溫
仙賢, 葉長青, 劉于綺, 蔡宜芳, 盧建
宏, 謝明栖作; 龔雅雯總編輯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文化局, 11102 .-- 57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92-5 (平裝)
普遍級
種藝科樹: 新北市美術館藝術
STEAM 教案開發成果專輯. 國中組/
江俊毅, 吳易蓁, 李佳倩, 並蹦俱樂部
(徐建宇, 楊清雯), 官妍廷, 林沛瑩, 于
沛廷, 許岑竹, 陳宜艷, 陳敬寶, 黃瀚
嶢, 新興糊紙文化(張宛瑩, 詹昱筑),
曹存慧, 賈茜茹, 盧藝, 陳欣彤, 羅婉

云, 王英儒, 王燕昭, 田憶萍, 何茵庭,
吳宣萱, 吳嘉珮, 呂晟智, 李宜珍, 林
岑怡, 林凱莉, 林筱婕, 林麗雲, 張益
明, 張晨昕, 張琬湄, 張睿恩, 陳又慈,
陳欣怡, 陳盈君, 陳美如, 游允赫, 黃
欣儀, 黃采誼, 黃冠逸, 黃彥儒, 黃筱
婷, 彭郁芬, 劉美玲, 蔡宗翰, 蕭曉蓮,
李偉琪, 林文璋, 曹崇禮, 陳又慈, 溫
仙賢, 葉長青, 劉于綺, 蔡宜芳, 盧建
宏, 謝明栖作; 龔雅雯總編輯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文化局, 11102 .-- 37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93-2 (平裝)
普遍級
臺中市歷史建築「頭汴坑警察官吏
派出所」修復再利用計畫/李琦華計
畫主持 .-- 臺中市 : 中市太平區公所,
11101 .-- 58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01-73-8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000 普遍級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目錄. 2020/方美
晶 主 編 .-- 臺 北 市 : 北 市 美 術 館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2-79-1 (PDF) 普遍級
臺北市國民中學入校陪伴手冊/陳麗
英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北市教育局,
11012 .-- 3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2-82-1 (平裝) 普遍級
臺北市國民中學課程計畫備查工作
手冊/陳麗英, 莊政龍, 張幸愉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北市教育局,
11012 .-- 1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2-83-8 (平裝) 普遍級
臺灣易讀參考指南: 讓資訊易讀易懂
/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著 .-- 臺
北市 : 社家署, 11102 .-- 31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92-4 (平裝)
普遍級
認識避難所: 家不安全了,我去哪裡
呢?/劉美淑主編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012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2-97-9 (平裝) 普遍級
潘世姬: <<異鄉人>>(總譜)/潘世姬作
曲 .-- 臺中市 : 臺灣交響樂團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39-8
(PDF) 普遍級
潘皇龍: <<文化頌>>管弦交響協奏
曲(總譜)/潘皇龍作曲 .-- 臺中市 : 臺
灣交響樂團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2-540-4 (PDF) 普遍級
賴德和: <<海神家族>>交響曲(總譜)/
賴德和作曲 .-- 臺中市 : 臺灣交響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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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2-541-1 (PDF) 普遍級
餐旅文學獎作品選輯. 2021/通識教育
中心主編 .-- 高雄市 : 高雄餐旅大學,
11101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76-5-5 (平裝) 普遍級
隱形冠軍 彰化製造/劉朱松著 .-- 初
版 .-- 彰化市 : 彰縣府, 11101 .-- 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3-50-1 (平
裝) 普遍級
警察法規/馬心韻, 林煥木, 陳裕琛, 陳
斐鈴, 陳永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警專, 11101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6-91-7 (平裝) 普遍級
MATLAB 在化工上之應用/陳奇中編
著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 : 金門大學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872-9-1 (PDF) 普遍級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
(2022 律師、司法官、法研所)證券
交易法解題書(1、2 試)= Securities
and exchange act/曉墨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101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2-5-9 (平裝)
NT$450 普遍級
(一般警察/警察特考)刑法概要(題庫
+歷年試題)/溫陽編著 .-- 第九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2 .-- 49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261 (平裝) 普遍級
(一般警察/警察特考)法學緒論/警察
編輯小組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7-565-8 (PDF)
普遍級
(一般警察/警察特考)警察法規(含概
要)(題庫+歷年試題)/成琳編著 .-- 第
三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102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0-925-4 (平裝) 普遍級
(不動產經紀人)民法概要/許文昌編
著 .-- 19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55-3 (平裝) NT$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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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73-8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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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75-2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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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91-2
(PDF) 普遍級
(升科大四技二專)數位邏輯設計總
複習測驗卷/李俊毅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70-7 (PDF)
普遍級
(司法特考)法學大意測驗勝經/成宜
編著 .-- 第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98-1 (PDF) 普遍級
(共同科目)高普考/地方三四等課文
版套書. 2022/張良, 方華, 李宜藍, 廖
筱雯, 林志忠, 敦弘, 羅格思, 章庠, 德
芬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921-6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(消防設備師士)火災學(含概要)/夏鵬
翔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99-8 (PDF) 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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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894-3 (PDF) 普遍級
(消防設備師士)警報與避難系統消
防安全設備(含概要)/傅維廷編著 .-第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876-9 (PDF) 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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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881-3 (PDF) 普遍級
(高普考)公共管理(含概要)精讀筆記
書/陳俊文編著 .-- 第十九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00-1 (PDF)
普遍級

(高普考)公共管理(含概要)頻出題庫/
楊銘編著 .-- 第十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901-8 (PDF) 普遍級
(高普考)心理學概要(包括諮商與輔
導)嚴選題庫/李振濤編著 .-- 第十八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2 .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927-8 (平裝) 普遍級
(高普考)行政法(含概要)測驗式歷屆
試題精闢新解/林志忠編著 .-- 第十五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77-6
(PDF) 普遍級
(高普考)法學知識: 法學緒論勝經/敦
弘, 羅格思, 章庠編著 .-- 第十五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02-5 (PDF)
普遍級
(高普考)國文(作文、公文與測驗)頻
出題庫/千華編委會編著 .-- 第九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95-0 (PDF)
普遍級
(高普考)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
法總則/任穎編著 .-- 第十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69-1 (PDF)
普遍級
(高普考)現行考銓制度(含人事行政
學)/林志忠編著 .-- 第三十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03-2 (PDF)
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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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78-3 (PDF)
普遍級
(高普考)勞資關係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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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986-520-910-0 (PDF) 普遍級
(國民營事業)8 堂政府採購法必修課:
法規+實務一本 go!/李昀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96-7
(PDF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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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
101

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893-6 (PDF) 普遍級
(國民營事業)企業管理頂尖高分題
庫(適用企業概論、管理學)/陳金城
編著 .-- 第六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
文化, 11102 .-- 36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82-0 (平裝) 普遍級
(國民營事業)法學緒論大全(包括法
律常識)/成宜編著 .-- 第十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04-9 (PDF)
普遍級
(國民營事業)基本電學致勝攻略/陳
新編著 .-- 第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71-4 (PDF) 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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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874-5 (PDF) 普遍級
(國民營事業)絕對高分!企業管理(含
企業概論、管理學)/高芬編著 .-- 第
二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892-9 (PDF) 普遍級
(鐵路特考)公民/邱樺編著 .-- 第十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905-6
(PDF) 普遍級
(鐵路特考)法學大意/成宜編著 .-- 第
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906-3 (PDF) 普遍級
(鐵路特考)基本電學(含大意)實戰秘
笈/陳新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
華數位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872-1 (PDF) 普遍級
(鐵路特考)絕對高分!企業管理大意/
高芬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913-1 (PDF) 普遍級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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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897-4 (PDF)
普遍級
(鐵路特考)逼真!企業管理大意模擬
題庫+歷年試題/陳金城編著 .-- 第八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2 .-

- 36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883-7 (平裝) 普遍級

978-986-481-830-3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720 普遍級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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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879-0 (PDF) 普遍級

AIOT 與 OpenCV 實戰應用: Python、
樹莓派、物聯網與機器視覺/朱克剛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4-094-0 (PDF) NT$500 普遍級

10 分鐘稱霸閱讀/王宏之, 何淑貞, 李
欣翰, 李晴, 呂皓渝, 林恬慧, 柯貞伊,
柯恩琪, 苡豆. 黃以閑, 黃智群, 鄒馥
璟, 蔡孟樺, 鄭倩琳, 鮑可軒, 賴士鈞,
羅翊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103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528-3 (平裝) 普遍
級
2022(餐旅群)升科大四技課文版套書
/高芬, 畢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885-1 (全套:平裝) 普遍
級
2022 年高考社會行政必備套書/張海
平, 嶺律師, 龍昇, 孫翊雲作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69-969-0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3760 普遍級
2022 年普考社會行政必備套書/孫翊
雲, 嶺律師, 張海平, 龍昇作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69-968-3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2610 普遍級
2022 消防設備人(消防設備士/師)套
書/張大帥, 夏鵬翔, 傅維廷編著 .-- 第
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8844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3D 圖解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/謝志
昌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2 .-- 6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4-006-0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7 天搞定投信投顧!/高芬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1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267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7 天搞定信託!/高芬編 .-- 新北市 : 宏
典文化, 11101 .-- 172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275-828-1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80/20 法則刑事訴訟法: 淚的果實/伊
谷, 李星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新
保成, 11101 .-- 8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
Aircraft: maintenance and repair/by
Ronald Sterkenburg .-- 臺北市 : 麥格羅
希爾, 11101 .-- 7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41-481-0 (平裝) 普遍級
Ardui-no problem 程式設計好好玩/郭
恆鳴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102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69-4 (平裝) 普遍級
*Autodesk Revit 建模與建築設計(適
用 Revit 2017-2021,含國際認證模擬
試題)/翁美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78-0 (PDF) NT$560 普遍
級
Complete TOEIC skills: five practice
tests/Rose Morgan .-- second edition .-臺北市 : 文鶴, 11102 .-- 24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47-972-9 (平裝)
普遍級
English proficiency test. A-1/Ki Taek
Lee,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
Institut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化, 11101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95-7 (平裝) 普遍級
English proficiency test. A-2/Ki Taek
Lee,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
Institut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化, 11101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96-4 (平裝) 普遍級
English proficiency test. A-3/Ki Taek
Lee,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
Institut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化, 11101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0-097-1 (平裝) 普遍級
Enjoy your stay: English for the hotel
industry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
版)/authors Robert Majure, Jess Martin .- third edition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
11101 .-- 19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0-102-2 (平裝) 普遍級
ESL language arts(teacher's book).
8/writers Keith Beckett, Frank Lenihan,
Ben Marquis .-- first edition .-- 臺北市 :
102

何嘉仁, 11103 .-- 17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6-50-6 (活頁裝) 普
遍級
ESL science(teacher's book). grade 2
second semester part 1/writers Kyle J.
Olsen, Ben Marquis, Keith Beckett,
Dawnine Clews, Russell Holmes, Duane
E. Jones, William Doiron, Jessica Jor .-first edition .-- 臺 北 市 : 何 嘉 仁 ,
11101 .-- 2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6-47-6 (活頁裝) 普遍級
ESL science(teacher's book). grade 2
second semester part 2/writers Kyle J.
Olsen, Ben Marquis, Keith Beckett,
Dawnine Clews, Russell Holmes, Duane
E. Jones, William Doiron, Jessica Jor .-first edition .-- 臺 北 市 : 何 嘉 仁 ,
11101 .-- 15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6-48-3 (活頁裝) 普遍級
ESL science(teacher's book). grade 3
second semester/writers Ben Marquis,
Kyle J. Olsen, Gavin Johnson, Gerry du
Plessis, Stephen Collier, Keith Beckett,
Dawnine Clews, Cindy Liber, Sinéad
Jackson, Duane E. Jones, William Doiron,
Samuel Branton, Jessica Jor .-- secon
edition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1 .-4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49-0 (精裝) 普遍級
Excel VBA 新手入門: 從基礎到爬蟲
實例應用(適用 Excel 2021/2019/2016)/
蔡文龍, 張志成, 何嘉益, 張力元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93-3
(PDF) NT$450 普遍級
EZ100 高中選修物理講義. 一/湯烈漢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華 逵 文 教 科 技 ,
11101 .-- 4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8-137-8 (平裝) NT$430 普遍級
HTML5 、 CSS3 、 JavaScript 、
Bootstrap5、jQuery、jQuery Mobile 跨
裝置網頁設計/陳惠貞作 .-- 五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95-7 (PDF)
NT$540 普遍級
ICCP exam review/author Shi-Ming(Jack)
Huang, Tawei(David) Wang .-- 臺北市 :
傑克商業自動化, 11101 .-- 144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959-7-2 (平裝)
普遍級

LibreOffice 7.x 實 用 範 例 輕 鬆 學 :
Writer 、Calc 、Impress/ 侯語彤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96-4
(PDF) NT$460 普遍級

乙級工程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
解析/鄭亦洋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, 11102 .-- 2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75-5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
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: Microsoft
Word Expert (Word and Word 2019):
Exam MO-101/王仲麒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4-089-6 (PDF) NT$450
普遍級

八周帶你讀法學知識/洪正, 李由編
著 .-- 十三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102 .-- 7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86-2 (平裝) 普遍級

Principles of physicals: a calculus
approach/authors Raymond A. Serway,
John W. Jewett, Jr., and Shang-fang
Tsai .-- third edition .-- 臺北市 : 新加坡
商聖智學習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95406-6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95406-7-9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
級
Spring REST API 開發與測試指南: 使
用 Swagger 、 HATEOAS 、 JUnit 、
Mockito、PowerMock、Sprint Tesst/曾
瑞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4-099-5 (PDF) NT$580 普遍級
SPSS 與統計分析/陳正昌著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46-4 (PDF) 普遍級
YBM 多益聽力及閱讀擬真試題+解
析/YBM 多益研究所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柏樂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95454-0-7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220 .-- ISBN 978-626-95454-1-4 (第
2 冊:平裝) NT$220 .-- ISBN 978-62695454-2-1 (第 3 冊:平裝) NT$220 .-ISBN 978-626-95454-3-8 (第 4 冊:平裝)
NT$220 .-- ISBN 978-626-95454-4-5 (第
5 冊:平裝) NT$220 .-- ISBN 978-62695454-5-2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一般行政(四等)關務特考套書. 2022/
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, 王
英, 賴祖兒, 尹析, 王志成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2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915-5 (全套:
平裝) NT$2915 普遍級
乙級工程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
解析/鄭亦洋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新北
市 : 科友, 11102 .-- 2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64-388-2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
八週帶你讀行政法(概要)(公職三四
等)/李由, 林實恭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2 .-- 7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87-9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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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24-04-8 (EPUB) 普遍級
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/許文昌
編著 .-- 27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7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85-0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必備進階 500 片
語 =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500
intermediate idioms/張維總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奇數位文創, 11101 .- 208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17-1-0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大學學科能力測驗高三核心 1000 單
字 = SAT 1000 core words for thirdgraders/張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奇奇數位文創, 11101 .-- 376 面;
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7-0-3 (平
裝) NT$220 普遍級
不動產估價概要. 基礎篇/許文昌編
著 .-- 20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65-2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不動產估價概要. 實戰篇/許文昌編
著 .-- 2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64-5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
- ISBN 978-986-269-975-1 ( 平 裝 )
NT$700 普遍級
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測驗一本通/
許文昌, 曾文田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- 84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77-5 (平裝)
NT$750 普遍級
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. 基礎篇/
許文昌編著 .-- 27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101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59-1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. 實戰篇/
許文昌編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101 .-- 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60-7 (平裝) NT$580 普
遍級
中 級 英 檢 模 擬 試 題 ( 教 師 手 冊 )=
GEPT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&
reading test(teacher's manual)/ 劉 毅 主
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學習, 11103 .-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1469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中 級 英 檢 模 擬 試 題 = GEPT
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& reading
test/劉毅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學
習, 11103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1-470-8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00 普遍級
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隨身讀/三民國文
編輯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103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512-2 (下冊:平裝)
普遍級
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隨身讀/三民國文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103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514-6 (上冊:平裝)
普遍級
*中華民國憲法/廖震編 .-- 十六版 .-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2-96-0 (PDF) 普遍級

不動產經紀人申論題歷屆試題精解/
許文昌, 曾文田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- 4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76-8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
中華民國憲法(測驗題庫)/郭羿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101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78-17-4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
不動產經紀人重點暨測驗題庫/許文
昌, 許恒輔編著 .-- 18 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102 .-- 704 面; 23 公分 .-

中華郵政從業人員甄試 國文(作文及
公文)寫作速成完全攻略/李杰編 .-七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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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915 (平裝) 普遍級
內外科護理學經典題型解析/游麗娥
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2 .-- 8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98-0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內勤國文/陳雲飛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4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89-3 (平
裝) 普遍級
*公民讀本(鐵路特考專用)/林茵編
著 .-- 十四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101 .-- 5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136-8 (平裝) NT$630 普
遍級
公共管理(概要)學霸筆記書/文星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知識達數位科
技, 11102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91-3-8 (平裝) NT$480 普
遍級
公務人員考試 法學大意題庫/胡劭安
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92-2 (平裝) 普遍級
公務人員考試公職小六法/廖震編 .-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2 .-- 156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1-153 (平裝) 普遍級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工程力學(含
工 程 力 學 概 要 、 機 械 力 學 概 要 )).
2022(105-110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祝
裕, 程東, 張皓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- 32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34-3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( 自 動 控 制 ).
2022(99-110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張碩,
詹森, 韓特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7-040-4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空氣污染與噪
音防制(含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、
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概要、空
氣污染與噪音工程)). 2022(102-110 年
試題)/何明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102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7-054-1 ( 平 裝 )
NT$480 普遍級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流體力學(含
流體力學概要、流體力學與水文學、
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)). 2022(104-110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林禾, 林靖, 李祥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102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7-039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電磁學(含電
磁學與電磁波)). 2022(100-110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李長綱, 袁大為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033-6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廢棄物處理工
程(含廢棄物處理工程概要、廢棄物
工程)). 2022(102-110 年試題)/何明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102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7-055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熱力學(含熱
工學、熱力學與熱傳學)). 2022(103110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林禾, 李祥,
姜伯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, 11102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7-038-1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機械設計(含
機動學與機械設計、機械設計概要、
機械原理概要)). 2022(104-110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姜伯, 莊仲, 祝裕, 程東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102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7-035-0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機械製造學
(含機械製造學概要)). 2022(103-110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莊伯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- 27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367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環保行政學
(含環保行政學概要)). 2022(104-110
年試題)/何明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102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7-053-4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/韋伯編著 .-- 八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2 .- 44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152-8 (平裝) NT$530 普遍級
升私中.資優班國語總複習講義(教師
用書)/黃聿民, 歐子晴, 國語科編輯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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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34-8 (平裝) NT$260 普遍級
升私中模擬試題. 國語/國語科編輯
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41-6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升私中模擬試題. 數學/數學科編輯
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78-2 (平裝) NT$160 普
遍級
升科大四技: 統測力: 設計群專業奪
分王/黃立青, 葉郡容編著 .-- 六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101 .-- 10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60-1 (平
裝) NT$220 普遍級
升國中智力性向測驗/國語科、數學
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103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6-257-7 ( 平 裝 )
NT$100 普遍級
日檢圖解比較文法及必背閱讀高分
合格暢銷套書: 精修版 新制對應 絕
對合格!日檢必背閱讀 N5+新制日檢!
絕對合格 圖解比較文法 N5/吉松由
美, 西村惠子, 田中陽子, 千田晴夫,
大山和佳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合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246-672-8 (全套:
平裝附光碟片) NT$630 普遍級
日檢聽力及單字高分合格暢銷套書:
新制對應絕對合格!日檢聽力 N5+增
訂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!日檢單字
N5/吉松由美, 西村惠子, 黃茗楚, 小
池直子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
社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46675-9 ( 全 套 :25K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598 普遍級
水利署法學緒論. 111 版/陳治宇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 99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137-5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研讀範本/郭小
喬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101 .-- 4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405-8 (平裝) 普遍級
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
解析/楊正祥, 葉見成編著 .-- 十二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102 .-- 264 面;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86-8 (平
裝) 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36-6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
丙級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指南/
何麗玉, 莊美妃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, 11102 .-- 23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77-9 (平裝)
NT$370 普遍級

台電新進僱員題庫(電機運轉維護/
修護)考前速成(國文、英文、電工
機械、基本電學). 111 版/李楓, 顏弘,
古正信, 程金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102 .-- 49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140-5 ( 平 裝 )
NT$620 普遍級

丙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能檢定學
術科題庫解析/溫日川編著 .-- 九版 .- 新北市 : 科友, 11101 .-- 2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85-1 (平裝)
普遍級
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: 含資訊類與
技能檢定共同項(職業安全衛生、工
作倫理與職業道德、環境保護、節
能減碳)題庫工作項目解析/佳彥資訊
編著 .-- 十五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, 11101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402-7 (平裝) 普遍級
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含資訊類與
技能檢定共用項(職業安全衛生、工
作倫理與職業道德、環境保護、節
能減碳)題庫工作項目解析/北科大檢
定研究室編著 .-- 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101 .-- 2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408-9 (平裝)
普遍級

台電新進僱員題庫(機械運轉維護/
修護)考前速成(國文、英文、物理、
機械原理). 111 版/李楓, 顏弘, 蘇芮,
信飛, 陳廣明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102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141-2 ( 平 裝 )
NT$700 普遍級
台電新進僱員題庫(輸、配電線路/
變電設備維護)考前速成(國文、英
文、物理、輸配電學、基本電學).
111 版/李楓, 顏弘, 蘇芮, 信飛, 程金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102 .-- 7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38-2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幼兒園行政理論與實務/張弘勳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606-5 (PDF)
NT$500 普遍級

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
庫解析/楊正祥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
市 : 科友, 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64-387-5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
幼稚園類科: 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
/何薇玲編著 .-- 14 版 .-- 臺北市 : 高
點文化, 11101 .-- 81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69-984-3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
司 法 官/ 律 師 一試 選擇 題詳 解 (110100 年)套書/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986-269-999-7 (全套:平裝)
NT$2150 普遍級

打造雲端作業系統: VMware vSphere4
建置入門/熊信彰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4-102-2 (PDF) NT$580
普遍級

司法官/律師歷屆試題詳解(110-101
年)套書/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34-011-4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4010 普遍級

*民用航空法/胡劭安編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98-4 (PDF) 普遍級

*司法特考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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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626-323-130-6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台電雇員 機械運轉維護人員專業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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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32 面; 23 公

民事訴訟法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王牌
師資群編著 .-- 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101 .-- 5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87-4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民 法概要測 驗題一本 通 /李律師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2 .-- 6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78-2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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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王牌師資群
編著 .-- 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6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62-1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犯罪學. 111 版/張婕編著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57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34-4 (平裝)
NT$550 普遍級
生物統計入門/楊玉隆作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華杏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4-639-9 (PDF) 普遍級
生活時事這麼讀: 公民 X 閱讀素養/
李若妡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2 .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779-0 (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生活時事這麼讀: 地理 X 閱讀素養/
程霖, 董軾, 吳熏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102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778-3 (平裝) NT$140 普
遍級
生活時事這麼讀: 歷史 X 閱讀素養/
張彧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2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777-6 (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企業管理/邵康編著 .-- 二十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24-08-6 (EPUB)
普遍級
企業管理大意/邵康編著 .-- 十九版 .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6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77-0 (平裝) 普遍級
*企業管理題庫: 破 point/王毅編著 .-6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101 .-- 7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12-2 (平裝) NT$720 普遍級
全面戰勝托福 TOEFL iBT 2000/蔣志
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我視整合傳
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684-49-5 (PDF) NT$490 普遍級
刑事訴訟法/洪任賢編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
11101 .-- 5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78-14-3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刑事訴訟法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王牌
師資群編著 .-- 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101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66-9 (平裝) NT$580 普
遍級

刑法(概要)申論題庫/陳介中編 .-- 七
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101 .-- 68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-8327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刑法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師群
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101 .-- 48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80-0 (平裝) 普遍級
刑法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王牌師資群
編著 .-- 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81-2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地理掌心雷/孫冠禎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3 .-- 184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085 (平裝) 普遍級
多元型式作文: 新題型實戰攻略/陳
雲飛, 黎容芝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4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81-7 (平裝)
普遍級
多元型式作文: 新題型實戰攻略(不
動產)/陳雲飛, 黎容芝編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4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824 (平裝) 普遍級
多用圖法典: 公司法/齊軒, 李誠編
著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學 林 ,
11102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6-170-2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成本與管理會計(含概要)解題完全
制霸/曾繁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101 .-- 83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69-956-0 ( 平 裝 )
NT$720 普遍級
老師解題: 刑法概要(申論題)/陳介中
編 .-- 七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保 成 ,
11101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831-0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老師解題: 刑法總則(申論題)/陳介中
編 .-- 七 版 .-- 臺 北 市 : 新 保 成 ,
11101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1-833-4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老師解題: 監獄學概要/霍華德, 張維
軒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101 .-- 5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8-18-1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考前攻略分科測驗 16 週. 化學/吳麗
蕙, 林騰起, 姚月雲, 張家憲, 黃怡螢

編著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102 .-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224-2 (平裝) NT$325 普遍級
考前攻略分科測驗 16 週. 物理/詹志
偉(理王)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
騰文化, 11102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9-223-5 ( 平 裝 )
NT$325 普遍級
自來水招考 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
營業章程/胡劭安編 .-- 八版 .-- 臺北
市 : 鼎文, 1110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2-81-6 (平裝) 普遍
級
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/胡
劭安編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1-03-0 (PDF) 普遍級
行政法(概要)/邱顯丞(葛律師)編著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 8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94-2 (平裝) NT$7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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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99-2 (EPUB) 普遍級
行政法學霸筆記書. II, 行政罰、行政
執行與行政爭訟/法科先生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102 .-- 72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2-73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
*行政學大意圖解. 112 版/文羿編著 .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7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131-3 (平裝) NT$660 普遍級
*行銷學(含行銷管理、行銷管理學)/
王毅編著 .-- 6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101 .-- 506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110-8 ( 平 裝 )
NT$620 普遍級
技高學習歷程實戰演練/施馨茹, 韋
元貞, 陳怡螢, 曾婷瑜, 蔡美娟編著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101 .-- 96 面;
3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0-04-0 (平
裝) NT$125 普遍級
技術型高中英文銜接教材/鄭佩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102 .-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567-4 (平裝) 普遍級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我的生涯藍圖=
Career blueprint/陳湘芸, 陳怡螢, 蔡美
娟, 許彣青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
翔宇, 11101 .-- 88 面; 3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20-02-6 (平裝) NT$125 普
遍級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
電工法規/黃國軒, 陳美汀編著 .-- 十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101 .-6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054-0 (平裝) 普遍級

行政法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王牌師資
群編著 .-- 10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5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67-6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C 隨堂講
義. 四/林芳妃, 賴熙翔編著 .-- 臺北市 :
啟芳, 11101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42-9-6 (平裝) NT$185 普
遍級

行政學(概要)問題集測驗題型. 2022
年版/賴曉節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102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27-4 (平裝)
NT$680 普遍級

技術型高級中學土木與建築群地形
測量實習/陳鴻聖, 林宏麟作 .-- 初
版 .-- 高 雄 市 : 旭 營 文 化 出 版 社 ,
11101 .-- 23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779-9-2 (平裝) 普遍級

行政學: 18 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攻略.
111 版/郭雋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101 .-- 8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149-8 ( 平 裝 )
NT$660 普遍級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
Focus 焦點講義(乙版). 三/烏龍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103 .-- 15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0-019 (平裝) NT$243 普遍級

行政學: 全彩心智圖表/王濬編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102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8-19-8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授
課指引(乙版). 三/周秉樺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103 .-- 22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99-0 (平
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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抉對選擇: 中華民國憲法(測驗題 解
題書)/郭羿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101 .-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816-7 (平裝) NT$460 普遍級
投信投顧相關法規(含自律規範): 投
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
題庫. 4/ .-- 修訂二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
證券期貨基金會, 11102 .-- 4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47-8-0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一科 重點/考題 2
合 1. 2022 年版/廖乃麟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29-8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投資學: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、投信投
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
2/ .-- 修訂十七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
貨基金會, 11102 .-- 395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847-2-8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投資學歷屆題庫完全攻略(證券分析
師). 2022 版/黃卓盛, 吳曉松, 吳佩樺
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2 .-46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832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系統專案管理/向宏編著 .-- 八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67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57-7 (平
裝) NT$750 普遍級
育達人文社會學院國際學術研討會
論 文 集 . 2021= The 2021 Yu Da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
and Social Sciences/育達科技大學人
文社會學院作 .-- 苗栗縣 : 原晟企業,
11101 .-- 20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442-5-9 (平裝) NT$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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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4-00-0 (EPUB) 普遍級
來勝基本法分科: 大法官解釋/高點
法商編委會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102 .-- 192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34-003-9 ( 平 裝 )
NT$500 普遍級
來勝基本法分科: 公法及其相關法規
(含財稅法)/高點法商編委會 .-- 25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

11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91-1 (平裝) NT$360 普遍級

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97-8 (EPUB) 普遍級

來勝基本法分科: 民事訴訟法及其相
關法規/高點法商編委會 .-- 25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51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82-9 (平
裝) NT$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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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98-5 (EPUB)
普遍級

來勝基本法分科: 刑事法及其相關法
規(含法律倫理)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
著 .-- 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7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90-4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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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5-40-8 (PDF) 普遍級

來勝基本法分科: 商事法及其相關法
規(含智慧財產法)/高點法商編委會
編著 .-- 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2 .-- 6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79-9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兒童聽力測驗本/邱靖媛總編輯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99-99-7 (第 1 冊:
平裝) NT$299 .-- ISBN 978-626-711400-1 (第 2 冊:平裝) NT$299 .-- ISBN
978-626-7114-01-8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99 .-- ISBN 978-626-7114-02-5 (第
4 冊:平裝) NT$299 .-- ISBN 978-6267114-03-2 (第 5 冊:平裝) NT$299 .-ISBN 978-626-7114-04-9 (第 6 冊:平裝)
NT$299 普遍級
兩岸軍武大閱兵/鄭繼文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3 .-- 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-86-8 (平
裝) 普遍級
抽樣方法申論題完全制霸/趙治勳編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2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4-008-4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法院組織法好好讀/嶺律師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- 45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4-0107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*法學緒論/胡劭安編 .-- 十九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93-9 (PDF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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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124-05-5
(EPUB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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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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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工作(含概要)搶分題庫/陳思緯
編 著 .-- 十 版 .-- 臺 北 市 : 考 用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5-41-5 (PDF) 普遍級
社 會工作實 務搶分題 庫 /陳思緯編
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5-48-4
(PDF) NT$420 普遍級
社會工作管理熱門題庫/龍昇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4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93-5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(含概要)/陳思
緯編著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5-46-0 (PDF) NT$690 普遍級
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/陳思
緯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25-47-7 (PDF) NT$520 普遍級
社會學最強破題書. 111 版/韋樂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133-7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初 級 英 檢 公 佈 字 彙( 創 新錄 音 版 )=
Key words for elementary level English
test/劉毅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學
習, 11102 .-- 280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1-472-2 (平裝) NT$220 普
遍級
初等土地行政大意 3 Point. 112 版/林
育智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101 .-- 86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17-7 (平裝) NT$620 普遍級
初等土地法(概要)大意 3 Point. 112 版
/林育智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101 .-- 75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118-4 (平裝) NT$650 普
遍級

初等公民 All Pass 歷屆試題全解. 112
版/陳萱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102 .-- 3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125-2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初等公民愛練書. 112 版/艾欣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56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153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初等公民歷屆試題完整詳解. 112 版/
林茵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101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20-7 (平裝) NT$660 普遍級
初等行政學大意(概要)精典. 112 版/
陳真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101 .-- 10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14-6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初等法學大意. 112 版/陳治宇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1008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139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初等法學大意. 112 版/程怡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2 .-- 992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24-5 (平
裝) NT$680 普遍級
初等法學大意: 歷屆主題響應式圖解
題庫. 112 版/顏台大編著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102 .-- 80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26-9 (平裝)
NT$650 普遍級
初等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
關鍵內容&精選試題演練解析. 112
版/張庭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101 .-- 5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119-1 (平裝) NT$620 普
遍級
初等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(含原住民
族發展史). 112 版/鄭中基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496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22-1 (平
裝) NT$620 普遍級
初等國考英文: 從 zero 到 hero: 破解
單字與必考題. 112 版/黃百隆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496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429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初等基本電學大意: 測驗選擇題庫劃
答案. 112 版/程金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102 .-- 484 面; 24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29-0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初等經濟學大意主題式測驗題庫
Q&A. 112 版/許偉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420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21-4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初等資料處理大意: 測驗選擇題庫劃
答案. 112 版/簡明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數位出版, 11102 .-- 63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28-3 (平裝)
NT$660 普遍級
初等運輸學大意. 112 版/林敏玄編
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 52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116-0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初等電子學 Q&A 測驗題庫劃答案.
112 版/鄭奇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102 .-- 622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127-6 ( 平 裝 )
NT$650 普遍級
初等圖書館學大意+中文圖書分類編
目大意(3 Point)/程宇編著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522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23-8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迎戰 108 新課綱: 新制學測英文 5 回
必勝模擬試題: 試題+詳解/賴世雄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76-0-7 (PDF) 普遍級
金門青少年文學獎徵文比賽獲獎作
品集. 110 年第二屆/ .-- 初版 .-- 金門
縣 : 金縣府, 11101 .-- 200 面; 1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8-64-4 ( 平 裝 )
NT$250 普遍級
金融科技知識/宋群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- 4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763 (平裝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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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95-3 (PDF) 普遍級
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: 保健食品概論
金榜寶典/黃賢齊, 郭南編 .-- 增修訂
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2 .- 4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834-2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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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: 食品科學概論
金榜寶典/黃賢齊, 郭南編 .-- 增修訂
十三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2 .- 5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835-9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*保險法規概要/胡劭安編 .-- 六版 .-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2-97-7 (PDF) 普遍級
南投縣國民小學布農族社會領域補
充教材/史強福, 田春梅, 蘇秀華, 撒菲.
伊詩坦達, 田春惠, 全昱, 史春麗, 全
志杰, 乎南烏莉, 洪文和文字 .-- 南投
縣 : 投縣府, 11101 .-- 8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22-91-2 (平裝) 普遍
級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2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10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9-356-7 (平裝) 普遍級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. 2/陳凱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9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550 (平裝) 普遍級
室內裝修工程實務(乙級學術科)/徐
炳欽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101 .-- 4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55-7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建築技術規則(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
設計規範、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
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
原則、107 年納入彙編之解釋函令).
111 年版/池體演, 賀士麃, 王山頌, 沈
宗樺, 蘇毓德, 林本, 蔡逸泓, 甘子楠,
詹肇裕, 林孟章編輯委員 .-- 十二版 .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, 11101 .-- 37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6-4-4 (平
裝) NT$380 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公民與社
會考科. 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
江志儀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考中心基金會, 11101 .-- 6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86-6-5 (平裝)
NT$50 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化學考科.
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 江志儀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考中
心基金會, 11101 .-- 4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86-8-9 (平裝) NT$50
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生物考科.
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 江志儀
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考中
心基金會, 11101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86-9-6 (平裝) NT$50
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地理考科.
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 江志儀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考中
心基金會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86-5-8 (平裝) NT$50
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物理考科.
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 江志儀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考中
心基金會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86-7-2 (平裝) NT$50
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.
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 江志儀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考中
心基金會, 11101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86-2-7 (平裝) NT$50
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.
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 江志儀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考中
心基金會, 11101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86-1-0 (平裝) NT$50
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數學甲、
數學乙. 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
江志儀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考中心基金會, 11101 .-- 5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86-3-4 (平裝)
NT$50 普遍級
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歷史考科.
110 學年度/黃璧君, 朱惠文, 江志儀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考中
心基金會, 11101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86-4-1 (平裝) NT$50
普遍級
政府會計(概要)/陳友心, 羅威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8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61-4 (平裝) NT$750 普遍級
*政治學(含概要)/太閣編 .-- 十四版 .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2-94-6 (PDF) 普遍級
洗錢防制法大意/成起編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2 .-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90-9 (平裝) 普遍級

*洗錢防制法大意(銀行考試)/陳晟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101 .-- 28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132-0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
英文(銀行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
陽編著 .-- 十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101 .-- 58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84-8 (平裝) 普遍
級

看 TED-Ed. 地球科學 篇 /高仲仁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2 .-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78-3 (平裝) NT$120 普遍級

英文 30 天輕鬆破關/曾愷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95-4
(EPUB) 普遍級

看 TED-Ed. 高中物理 篇 /吳姿瑩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2 .-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81-3 (平裝) NT$120 普遍級

海商法爭點解讀/辛律師編著 .-- 八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- 3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4-0053 (平裝) NT$480 普遍級

看 TED-Ed. 職校物理 篇 /吳姿瑩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102 .-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000-2 (平裝) NT$120 普遍級

特殊教育: 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
/徐強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101 .-- 658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3-150-4 ( 平 裝 )
NT$670 普遍級

看 TED 學化學(高中版)/蔡沛宸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82-0 (平裝) NT$88 普遍級
看 TED 學化學(高職版)/蔡沛宸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83-7 (平裝) NT$88 普遍級
看 TED 學生物(高中版)/林獻升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80-6 (平裝) NT$88 普遍級
看 TED 學生物(高職版)/林獻升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84-4 (平裝) NT$88 普遍級
*英文/王文充編 .-- 十五版 .-- 臺北市 :
鼎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1-09-2 (PDF) 普遍級
英文(國營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
陽編著 .-- 二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101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79-4 (平裝) 普遍
級
英文(國營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
陽編著 .-- 二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24-02-4 (EPUB) 普遍級
英文(郵政)/劉達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歐
陽編著 .-- 十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101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0-88-6 (平裝) 普遍
級
109

班 級經營理 論與實務 精要 / 吳明隆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611-9
(PDF) NT$520 普遍級
畜產加工實習. 上/蘇平齡, 王素貞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68-6
(PDF) 普遍級
笑傲統測數學 A 總複習講義/逍遙遊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翔 宇 ,
11103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0-03-3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航空安全管理. 111 版/王弘飛, 崔易
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101 .-- 38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45-0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記帳相關法規概要/施敏編著 .-- 13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- 5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973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財務分析: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、投信
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
庫. 3/ .-- 修訂二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證
券期貨基金會, 11102 .-- 45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847-7-3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財務管理(含投資學)/張永霖編著 .-17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8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86-7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財稅行政(三等)關務特考套書. 2022/
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, 王

英, 賴祖兒, 尹析, 歐欣亞, 程馨, 吳怡
萱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918-6 (全套:平裝) NT$3960 普遍
級
高中數學(四)A-隨堂測驗/林溪川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101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65-6 (平裝) NT$25 普遍級
高中數學(四)B-隨堂測驗/林溪川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101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66-3 (平裝) NT$25 普遍級
高中數學甲 iFun 學課堂講義. 下冊/
于思寧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, 11101 .-- 16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74-8 (平裝) 普遍級
高中歷史複習週記/吳一晉, 趙祐志,
林秋志, 吳嘉惠, 李詩偉, 陳正宜, 莊
郁麟, 許秀華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晟景數位文化, 11102 .-- 12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86-2-9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高中選修化學. IV, 化學反應與平衡
二/盧澔, 黃鴻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寰宇知識科技, 11102 .-- 16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81-0-9 (平裝)
普遍級
高中選修生物. IV, 生態、演化及生
物多樣性/殷琴, 亦潔作 .-- 臺北市 :
寰宇知識科技, 11102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81-1-6 (平裝)
普遍級
高中選修生物透析教學講義. III, 動
物體的構造與功能/陳逸凡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101 .-- 24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76-2 (平裝)
普遍級
高中選修地理. 2/鄭瑞, 何騰勝作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寰 宇 知 識 科 技 ,
11102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81-2-3 (平裝) 普遍級
高中選修物理. Ⅳ, 電磁現象一/林靖
作 .-- 臺北市 : 寰宇知識科技, 11102 .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81-3-0 (平裝) 普遍級
高中選修物理透析教學講義. III, 波
動、光及聲音/張力升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102 .-- 152 面;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59-5 (平
裝) 普遍級
高 考 三 級 有 機 化 學 聖 經 = Organic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3
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文化教育, 11101 .- 2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1-18-2 (平裝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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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638-2 (PDF)
NT$1500 普遍級

高 考 三 級 物 化 分 章 聖 經 = Physical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3
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文化教育, 11101 .- 31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1-17-5 (平裝) 普遍級

健康與護理重點考題加強(108 課綱)/
朱群蒂, 朱英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及第, 11102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56-2-7 (平裝) NT$100 普
遍級

高考金融保險必備套書. 2022 年/蔡
經緯, 李慧虹, 王貞智, 鄭泓, 張永霖
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34-000-8 (全套:
平裝) NT$4080 普遍級

剪髮設計實務/洪銘南, 林佳燕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101 .- 1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073-1 (上冊:平裝) NT$402 普遍級

高考會計人員必備套書. 2022 年/鄭
泓, 王上達, 施敏, 郭軍, 陳仁易, 曾繁
宇作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971-3 (全套:
平裝) NT$3590 普遍級
高普考民法主題式進階問題集(測驗
題型). 2022 版/劉忻編著 .-- 第 5 版 .-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2 .-- 88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33-5 (平
裝) NT$660 普遍級
高普考行政法主題式測驗&申論雙
效題庫 Q&A. 111 版/顏平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79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46-7 (平
裝) NT$670 普遍級
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: 民事法規(含
勞動社會法)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.- 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 16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69-988-1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: 刑事法規(含
法律倫理)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.-2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10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89-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: 商事法規(含
智慧財產法)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.- 13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 8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80-5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健 康 與 身 體 評 估 /Cynthia Fenske,
Katherine Watkins, Tina Saunders,
Donita D'Amico, Colleen Barbarito 作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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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飼養實習. IV/林易聖, 張郁潔, 江
信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102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97-6 (平裝) 普遍級
商事法歷屆試題詳解. 110-100 年/高
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.-- 25 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4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54-6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國 小 英 語 Follow Me(student book).
9/author William Anthony Hartzell, Huijing Lucy Hsiao, Renée Kao .-- seventh
edition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4 .- 8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266-9 (平裝) 普遍級
國 小 英 語 Follow Me(workbook).
9/author Hui-jing Lucy Hsiao .-- third
edition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4 .- 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267-6 (平裝) 普遍級
國小國語.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1 升
2/國語科編輯小組, 數學科編輯小組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54-6 (平裝) NT$110 普遍級
國小國語.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2 升
3/國語科編輯小組, 數學科編輯小組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55-3 (平裝) NT$110 普遍級
國小國語.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3 升
4/國語科編輯小組, 數學科編輯小組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43-0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國小國語.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4 升
5/國語科編輯小組, 數學科編輯小組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45-4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(教師版). 4 年級/
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75-1 (平裝)
NT$95 普遍級

國小數學素養高手(教師版). 4 年級/
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0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301-7 (平裝)
NT$170 普遍級

國小國語.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5 升
6/國語科編輯小組, 數學科編輯小組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6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47-8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(教師版). 5 年級/
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76-8 (平裝)
NT$95 普遍級

國小數學素養高手. 3 年級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98-0 (平裝) NT$170 普
遍級

國小國語.數學暑期營. 3 升 4/國語科
編輯小組,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244-7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(教師版). 6 年級/
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77-5 (平裝)
NT$95 普遍級

國小數學素養高手. 4 年級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99-7 (平裝) NT$170 普
遍級

國小國語.數學暑期營. 4 升 5/國語科
編輯小組,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246-1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. 1 年級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59-1 (平裝) NT$95 普遍
級
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自然(南). 3 下/一
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101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37-4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
國小國語.數學暑期營. 5 升 6/國語科
編輯小組,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248-5 (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. 2 年級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60-7 (平裝) NT$95 普遍
級

國小數學九九乘法輕鬆學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56-0 (平裝) NT$60 普遍
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. 3 年級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61-4 (平裝) NT$95 普遍
級

國小數學加減法輕鬆學/數學科編輯
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58-4 (平裝) NT$60 普遍
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. 4 年級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62-1 (平裝) NT$95 普遍
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(教師版). 1 年級/
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72-0 (平裝)
NT$95 普遍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. 5 年級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63-8 (平裝) NT$95 普遍
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(教師版). 2 年級/
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73-7 (平裝)
NT$95 普遍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. 6 年級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64-5 (平裝) NT$95 普遍
級

國小數學計算高手(教師版). 3 年級/
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74-4 (平裝)
NT$95 普遍級

國小數學素養高手(教師版). 3 年級/
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0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300-0 (平裝)
NT$170 普遍級
111
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自然(翰). 3 下/沈
招馨, 無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奇鼎, 11101 .-- 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9-36-7 (平裝) NT$200 普
遍級
國小課堂精華.評量 數學(康). 3 下/陳
妍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01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32-9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國中三年級. 2, 自然/陳鎮州, 盧澔, 盧
凱, 林靖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寰宇
知識科技, 11102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020-9-7 (平裝) 普遍
級
國中生命數學延伸教材. 6/盧建民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建弘, 11101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423-4 (平裝) 普遍級
*國文(作文及公文)寫作速成完全攻
略/李杰編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1-04-7 (PDF) 普遍級
國文(國營)/王曉瑜, 陳雲飛編著 .-- 十
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101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78-7 (平裝) 普遍級
國文(國營)/王曉瑜, 陳雲飛編著 .-- 十
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4-03-1 (EPUB) 普遍級

國文(銀行)/王曉瑜, 陳雲飛編著 .-- 八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85-5 (平裝) 普遍級

國貿實務菁華: 教戰手冊/李淑茹著 .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27-3 (PDF)
普遍級

國文/公文/莊周編著 .-- 20 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40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92-8 (平裝)
NT$480 普遍級

國語暑期營(教師用書). 4 升 5/國語科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103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6-235-5 (平裝) NT$80
普遍級

國文/公文/康莊(莊三修)編著 .-- 31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1 .-- 4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966 (平裝) NT$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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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94-7
(EPUB) 普遍級
國文: 測驗&閱讀測驗/卓村編著 .-四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102 .-- 5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53-5 (平裝) NT$530 普遍級
*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(包括公文
格式用語)(初等考用)/江河編著 .-- 第
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101 .-- 4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35-1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國民小學習作 Hooray Phonics. 第一冊
= Hooray phonics workbook. 1/英語領
域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103 .-- 4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572-8 (平裝) 普遍級
國 民 小 學 習 作 Hooray. 第 一 冊 =
Hooray workbook. 1/英語領域編輯團
隊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103 .-- 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68-1 (平裝) 普遍級
國 民 小 學 習 作 Hooray. 第 三 冊 =
Hooray workbook. 3/英語領域編輯團
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103 .-- 5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569-8 (平裝) 普遍級
國民小學課本 Hooray Phonics. 第一冊
= Hooray phonics student book. 1/英語
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103 .-- 89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573-5 (平裝) 普遍
級
國民營招考.行政學概要. 2022 版/王
捷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1 .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830-4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
國語暑期營(教師用書). 5 升 6/國語科
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103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6-237-9 (平裝) NT$80
普遍級
國語暑期營(教師版). 1 升 2/游慧玲,
林世英, 胡蕙芬, 陳人慧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522 (平裝) NT$80 普遍級
國語暑期營(教師版). 2 升 3/游慧玲,
林世英, 胡蕙芬, 陳人慧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539 (平裝) NT$80 普遍級
國語暑期營(教師版). 3 升 4/游慧玲,
林世英, 胡蕙芬, 陳人慧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393 (平裝) NT$80 普遍級
國語暑期營. 1 升 2/游慧玲, 林世英,
胡蕙芬, 陳人慧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7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49-2 (平裝)
NT$80 普遍級
國語暑期營. 2 升 3/游慧玲, 林世英,
胡蕙芬, 陳人慧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7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50-8 (平裝)
NT$80 普遍級
國語暑期營. 3 升 4/游慧玲, 林世英,
胡蕙芬, 陳人慧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7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40-9 (平裝)
NT$80 普遍級
國語暑期營. 4 升 5/國語科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36-2 (平裝) NT$80 普遍級
國語暑期營. 5 升 6/國語科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2

11103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38-6 (平裝) NT$80 普遍級
*國營化學專業科目 A 普通化學與無
機化學/荷澄化學作 .-- 第 3 版 .-- 臺
中市 : 智遠文化教育, 11101 .-- 293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1-16-8 (平
裝) 普遍級
國營事業考試 企業管理(含概要)/畢
斯尼斯編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101 .-- 73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2-87-8 (平裝) 普遍級
國營事業考試 行政學(含概要)/太閣
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90-8 (平裝) 普遍級
國營事業考試台電新進僱員綜合行
政五合一歷屆試題大全集/鼎文名師
群 編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鼎 文 ,
11101 .-- 3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1-06-1 (平裝) 普遍級
國營事業考試英文/王文充編 .-- 十五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5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1-00-9 (平
裝) 普遍級
國營事業考試國文(作文、論文)/李
杰編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101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1-05-4 (平裝) 普遍級
國營事業考試國文(論文)題庫/李杰
編 .-- 二 十 版 .-- 臺 北 市 : 鼎 文 ,
11102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1-11-5 (平裝) 普遍級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(經濟部新進職
員(財會類)共同+專業). 2022(104-110
年試題)/Jacob Wu, 李華, 林聰, 栗絲,
張天啟, 張翔, 揚智, 陳峰, 紫彤, 楊華,
楊莉, 蔡琳, 蘇菲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101 .-- 33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42-8 (平裝)
NT$360 普遍級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企管類)共同+專業. 2022(104-110
年試題)/Jacob Wu, 成俊, 李華, 林聰,
周詳, 牧翰, 栗絲, 張元, 張承, 張智凱,
紫彤, 楊華, 楊莉, 趙敏, 廖國宏, 鄭瑋,
羅恩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, 11103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7-056-5 (平裝) NT$300 普
遍級
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政風類)共同+專業. 2022(104-110
年試題)/Jacob Wu, 李華, 林聰, 沈尚誼,
軒諭, 栗絲, 張天啟, 陳弘, 陳理, 湛伸
彥, 紫彤, 楊華, 廖國宏, 蕭峰, 賽利絲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103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7-057-2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財會類)共同+專業. 2022(104-110
年試題)/Jacob Wu, 李華, 林聰, 栗絲,
張天啟, 張翔, 揚智, 陳峰, 紫彤, 楊華,
楊莉, 蔡琳, 蘇菲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7-043-5 (PDF) 普遍級
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
員(機械類)共同+專業. 2022(104-110
年試題)/Jacob wu, 李華, 李祥, 林禾,
張皓, 祝裕, 楊華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- 2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37-4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基本小六法/保成法學苑編 .-- 五十八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101 .-- 30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78-15-0 ( 平 裝 )
NT$600 普遍級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635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英語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66-6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英語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64-2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2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437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7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673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國文. 2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44-4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國文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68-0 (平裝)
普遍級

基本護理學考前衝刺/游麗娥編著 .-六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3 .-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4007-7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61-1 (平裝) 普遍級

專 題 實 作 理 論 與 呈 現 技 巧 (Office
2016 版)/楊仁元, 張顯盛, 林家德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101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414-0 (平裝) 普遍級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6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41-3 (平裝) 普遍級

康版 i 學習. 地理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451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地理. 6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46-8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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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319-3659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72
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62-8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. 6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1 .-- 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42-0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57-4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58-1 (平裝)
普遍級
113
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2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697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512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. 2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70-3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良師英語講義. 6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52-9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2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5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536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(教師用). 6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598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. 2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6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54-3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良師國文講義. 6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5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60-4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2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102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9-340-6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. 2/陳凱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9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390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50-5 (平裝) 普遍級
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49-9 (平裝)
普遍級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2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

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371-0 (平裝)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99-3 (平裝)
普遍級

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. 2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72-7 (平裝)
普遍級

混合&閱讀題解題聖經(題本+解答)=
Breakthrough English: reading practice
with hybrid questions/王祈堯總編輯 .-修訂 1 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
11101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5-66-1 (平裝) 普遍級

康軒臺語情境演說易上手/盧廣誠,
蘇純瑩, 黃文俊, 唐明華, 沈瑩玲, 李
政芳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2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93-5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張璐的民法選擇題/張璐編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102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305-9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強制執行法/林明勳(林翔)編著 .-- 第
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102 .-- 38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44-3 (平裝) NT$520 普遍級
排灣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:
三年級下學期. 第二冊(課本)/陳美鈴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101 .-- 7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7-03-3 (平裝) 普遍級
排灣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:
四年級下學期. 第四冊(課本)/陳美鈴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101 .-- 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7-04-0 (平裝) 普遍級
排灣族本位英語教科書. 3/伍麗華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101 .-- 7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7-00-2 (平裝) 普遍級
排灣族本位英語教科書. 4/伍麗華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101 .-- 7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7-01-9 (平裝) 普遍級
排灣族本位英語教科書. 5/伍麗華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101 .-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7-02-6 (平裝) 普遍級
排灣族本位國語教科書: 三年級下學
期. 第六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版 .-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101 .-- 173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98-6 (平裝)
普遍級
排灣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三年級下學
期. 第六冊/伍麗華總編輯 .-- 初版 .-屏東縣 : 屏縣府, 11101 .-- 140 面; 30

淬鍊讀寫力/張翠雲, 楊可欣編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102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509-2 (平裝) 普遍級
票據法/柯憲榮, 陳文傑編著 .-- 十四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4-06-2
(EPUB) 普遍級
這是一本高考行政法解題書 /周凌,
周董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
位文化, 11102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464-304-2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最 新 Python 基 礎 必 修 課 ( 含 ITS
Python 國際認證模擬試題)/蔡文龍,
張志成, 何嘉益, 張力元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97-1 (PDF)
NT$450 普遍級
勞資關係讀本/陸川編著 .-- 4 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1 .-- 370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11-5 (平
裝) NT$480 普遍級
喬律師的強制執行法/喬律師編著 .-十 版 .-- 臺 北 市 :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,
11102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64-303-5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就是這本勞社法體系+解題書/游正
曄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
文化, 11102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307-3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就業服務乙級通關講座/王朝明, 吳
虹儀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化, 11102 .-- 5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843-4 (平裝) NT$550 普
遍級
普考會計人員必備套書. 2022 年/孫
妙雪, 蔡瑞祥, 郭軍, 陳仁易, 王上達,
曾 繁 宇 作 .-- 臺 北 市 : 高 點 文 化 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69-9706 (全套:平裝) NT$21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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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高學習歷程實戰演練/施馨茹, 曾
婷瑜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101 .-- 128 面; 35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7-88-2 (平裝) NT$160 普遍級
普通物理與化學概要/吳家銘, 蔚晴
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102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90-91-6 (平裝) 普遍級
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
領域體育授課指引. 2/尤聰銘, 王鍵
銓, 江振德, 李毓慧, 林玉雯, 柯玉貞,
胡瑜丰, 許銘雄, 陳志崑, 蔡宗儒, 蘇
靖雯編著委員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
宇, 11101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7-74-5 (平裝)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生物習作簿. II, 生命的起源與植
物體的構造與功能/朱純葿主編 .-- 新
北市 : 泰宇, 11103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27-94-3 (平裝) 普遍
級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物理說圖. I, 力學一/孫秉文
編 著 .-- 再 版 .-- 新 北 市 : 泰 宇 ,
11101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7-90-5 (平裝) NT$125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素養題本. I, 力學一/張雅屏,
蔡明勳編著; 張志康修訂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- 3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-92-9 (平裝)
NT$50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實驗一把罩. I, 力學一/湯郁
然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102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7-93-6 (平裝) NT$63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
課堂講義. 3/陳菲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103 .-- 328 面; 3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2-571-1 ( 平 裝 )
NT$330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公民與社會學習寶典. I/張世緯, 曾露
瑤, 羅婷, 劉怡婷, 王青樹, 劉炳勛, 胡
湘珍, 品溱編著 .-- 初版三刷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102 .-- 204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570-4 ( 平 裝 )
NT$190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
我的生涯藍圖/林斐旻, 林曉君, 何宜

純, 陳思琪, 薛凱方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泰宇, 11103 .-- 88 面; 35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27-89-9 ( 平 裝 )
NT$125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學 技術型高級中學新
興運動大蒐集. 2: 五人制足球 卡巴迪
/陳永盛, 曾宇璋, 徐琬鈞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-77-6 (平裝)
NT$75 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31-3 (平裝)
普遍級
程式設計概要歷屆試題精解/向宏編
著 .-- 7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83-6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稅務法規(概要)解題完全制霸/施敏
編著 .-- 14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8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58-4 (平裝) NT$680 普遍級

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
生物習作簿. I, 細胞與遺傳/朱純葿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79-0 (平裝) NT$88 普遍級

稅務法規選擇+申論題庫二合一. 111
版/張中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102 .-- 8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143-6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
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
物理習作簿. I, 力學一/張弘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101 .-- 7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27-91-2 (平
裝) NT$100 普遍級

稅務相關法規概要+租稅申報實務 2
合 1(記帳士)/林曉娟著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考用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5-44-6 (PDF) 普遍級
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
乙 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. 下冊/陳家
豪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101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7-75-2 (平裝) NT$70 普遍級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
甲 A+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下冊/吳汀菱,
林淑娥, 洪瑞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泰宇, 11101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27-76-9 (平裝) 普遍
級
期貨交易法規: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
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. 1/ .-- 修訂二十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貨基金會,
11102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847-3-5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: 期貨商業務員
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2/ .-- 修訂
二十二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貨基金
會, 11102 .-- 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847-4-2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期貨信託法規及自律規範: 期貨信託
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資格測驗學
習指南與題庫/ .-- 修訂八版 .-- 臺北
市 : 證券期貨基金會, 11102 .-- 3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47-5-9 (平
裝) NT$280 普遍級
無「微」不「製」: 微電影製作實戰
手冊/陳婉寧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103 .-- 80 面; 30 公

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. 歷史/張哲倫,
紫鈴, 李嘉月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103 .-- 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776-9 (平裝) 普遍級
進會考. 生物(康版). 國中一下/冬至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奇 鼎 ,
11101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35-0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進會考. 國文(翰版). 國中一下/何昀
倪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奇鼎,
11101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34-3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進會考. 數學(南版). 國中一下/郝學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奇 鼎 ,
11101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9-33-6 (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郵政三法大意/程恭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2 .-- 35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-1511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雅思口說: 超強部署搶分術/何幸修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
藝術家協會, 11101 .-- 2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24-0-3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黑帽 Python: 給駭客與滲透測試者的
Python 開 發 指 南 /Justin Seitz, Tim
Arnold 著; H&C 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98-8 (PDF) NT$450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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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委外催收人員: 最新重點+試題
解析 速成總整理/林崇漢編著 .-- 第 8
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2 .-- 63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403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微積分. Volume 3/蔡明耀(Ming Yao
Tsai) 作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印 書 館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3-03-5 (EPUB) NT$550 普遍級
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: 印尼語=
Bahasa Indonesia/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編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106-129 (第 7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626-7106-13-6 (第 8 冊:平裝) NT$110 .- ISBN 978-626-7106-14-3 (第 9 冊:平
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626-7106-150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626-7106-16-7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
NT$110 .-- ISBN 978-626-7106-17-4 (第
12 冊:平裝) NT$110 普遍級
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: 越南語=
Tiếng Việt/ 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編
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教育部,
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106-068 (第 7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626-7106-07-5 (第 8 冊:平裝) NT$110 .- ISBN 978-626-7106-08-2 (第 9 冊:平
裝) NT$110 .-- ISBN 978-626-7106-099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10 .-- ISBN 978626-7106-10-5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
NT$110 .-- ISBN 978-626-7106-11-2 (第
12 冊:平裝) NT$110 普遍級
新制全民英檢初級一本通/師德出版
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
11102 .-- 2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4-05-6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新時代丙級印前製程: 圖文組版項學
術 科 研 讀 範 本 : 使 用
Photoshop/InDesign/ Illustrator/倪慧君
編著 .-- 十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, 11102 .-- 2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411-9 (平裝) 普遍級
新時代丙級建築製圖應用: 電繪圖項
學術科研讀攻略/張淑芬, 翁美秋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101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401-0 (平裝) 普遍級
新時代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研
讀範本/陳美燕, 程正豪編著 .-- 九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102 .--

1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410-2 (平裝)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39-7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
新時代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
研讀範本/楊國榮, 林大賢, 陳幸忠編
著 .-- 十二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101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3-406-5 (平裝) 普遍級

經濟學測驗題完全制霸/張政編著 .-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4009-1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
新簡明六法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.-51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236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4001-5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會計事務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: 適
用人工記帳、資訊項/林文恭研究室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4-091-9 (PDF) NT$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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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4-01-7 (EPUB) 普遍級
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/陳奕如
編 著 .-- 八 版 .-- 臺 北 市 : 啟 芳 ,
11104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99-0-8 (上冊:平裝) NT$315 普
遍級
業務類: 運輸營業類.企業管理大意 X
鐵路運輸學大意-大進擊/王毅, 林敏
玄編著 .-- 5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
出版, 11101 .-- 4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3-147-4 (平裝) NT$530 普
遍級
楊過的刑法總則祕笈/楊過(郭文傑)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提斯出版,
11102 .-- 42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56-0-2 (平裝) 普遍級
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
通關寶典/照服研究小組編著 .-- 八
版 .-- 新北市 : 松根, 11102 .-- 3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57-6-4 (平
裝) 普遍級
經濟部國營事業新進職員(企管)考
前速成綜合題庫(國文、英文、法學
緒論、企業概論、管理學、經濟學).
111 版/李楓, 顏弘, 顏台大, 王毅, 許
偉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102 .-- 7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3-139-9 (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經濟學(概要)主題式進階問題集(測
驗題型). 2022/葉倫, 金月聖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2 .-- 800 面; 23

農會招考 漁會業務實務/夏江編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28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892 (平裝) 普遍級
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. 2022: 重點整理
精選考題/陳澤作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
化, 11102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842-7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
教本: Windows 10+Ubuntu 18/胡秋明,
林文恭研究室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4-090-2 (PDF) NT$450 普遍
級
電腦網路實習/郭德潤, 侯希長編著 .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101 .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068-7 (平裝) 普遍級
電腦輔助繪圖實習 AutoCAD 2022/許
中原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, 11102 .-- 3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8-067-0 (平裝) NT$438 普
遍級
電機工程(三等)關務特考套書. 2022/
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, 王
英, 賴祖兒, 蔡穎, 茆政吉, 陳震, 甄家
灝, 鄭祥瑞, 廖翔霖編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2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520-920-9 (全套:平裝)
NT$4190 普遍級
電機工程(四等)關務特考套書. 2022/
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, 王
英, 賴祖兒, 鄭祥瑞, 陳新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2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916-2 (全套:
平裝) NT$2860 普遍級
漁會招考新進、升等(財務(含信用)
三合一短期速成完全攻略)/鼎文名師
群 編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鼎 文 ,
11101 .-- 5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1-02-3 (平裝) 普遍級
*漁會招考新進、升等(財務(含信用)
三合一短期速成完全攻略)/鼎文名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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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 編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鼎 文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1-07-8 (PDF) 普遍級
漁會招考漁會會務實務/齊方編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99-1 (平
裝) 普遍級
*漁會會務實務/齊方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21-08-5 (PDF) 普遍級
漁會業務實務/夏江編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21-01-6 (PDF) 普遍級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工程學群電
機類)/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51-0 (PDF)
普遍級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地球與環境
學群)/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47-3 (PDF)
普遍級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財經學群)/甄
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7-048-0 (PDF) 普遍級
*精通 JavaScript: 導入現代程式設計
原則/Marijn Haverbeke 著; 黃詩涵譯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85-8
(PDF) NT$580 普遍級
精準制高中資優數學講義. 第 3A 冊/
朱正康編著 .-- 新北市 : 建興文化,
11101 .-- 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4-407-4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*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:
111 年啟用試題/林文恭研究室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75-9
(PDF) 普遍級
*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:
111 年啟用試題/林文恭, 葉冠君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76-6
(PDF) 普遍級
語文童樂會. 中階/金安國語文推行
委員會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開朗
雜誌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

7060-33-9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60-34-6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語文童樂會. 初階/金安國語文推行
委員會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開朗
雜誌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7060-31-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60-32-2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語文童樂會. 進階/金安國語文推行
委員會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開朗
雜誌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7060-35-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7060-36-0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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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57-0 (PDF) NT$380 普遍級
銀行招考 1000 題: 專業英文主題式
問題集. 2022 版/羅然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102 .-- 6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37-3 (平
裝) NT$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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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24-07-9 (EPUB) 普遍級

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4 升 5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83-6 (平裝) NT$110 普
遍級

數學過招 100 回(教師版). 6 年級/數
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97-3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
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5 升 6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84-3 (平裝) NT$110 普
遍級

數學過招 100 回. 1 年級/數學科編輯
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85-0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
數學暑期營. 3 升 4/數學科編輯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65-2 (平裝) NT$110 普遍級

數學過招 100 回. 2 年級/數學科編輯
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87-4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
數學資優總複習講義(進階版)/數學
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6-303-1 ( 平 裝 )
NT$270 普遍級
數學資優總複習講義(進階版)(教師
版)/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302-4 (平
裝) NT$270 普遍級

銀行法/林政信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2 .-- 39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0-92-3 (平
裝) 普遍級

數學過招 100 回(教師版). 1 年級/數
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86-7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
影視後製全攻略: Premiere Pro/After
Effects(適用 CC)/鄭琨鴻, 嚴銘浩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92-6
(PDF) NT$550 普遍級

數學過招 100 回(教師版). 2 年級/數
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88-1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
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1 升 2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81-2 (平裝) NT$110 普
遍級

數學過招 100 回(教師版). 3 年級/數
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90-4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
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2 升 3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82-9 (平裝) NT$110 普
遍級

數學過招 100 回(教師版). 4 年級/數
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92-8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
數學暑期營(教師版). 3 升 4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304-8 (平裝) NT$110 普
遍級

數學過招 100 回(教師版). 5 年級/數
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康軒文教, 11103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6-295-9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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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學過招 100 回. 3 年級/數學科編輯
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89-8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數學過招 100 回. 4 年級/數學科編輯
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91-1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數學過招 100 回. 5 年級/數學科編輯
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94-2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數學過招 100 回. 6 年級/數學科編輯
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
教, 11103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96-6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衛生行政與管理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
宸嫚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102 .-- 2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73-7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衛生法規及倫理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
宸嫚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101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972-0 (平裝) NT$450 普
遍級
論文寫作要領/林隆儀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47-1 (PDF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: 三
年級下學期/陳美鈴 Cankim.Tagaw 總

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012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2-75-7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: 三
年 級 下 學 期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
縣 : 屏縣府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72-76-4 (平裝) 普遍
級
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: 三
年級上學期/陳美鈴 Cankim.Tagaw 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012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2-73-3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: 三
年 級 上 學 期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
縣 : 屏縣府, 11012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72-74-0 (平裝) 普遍
級
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: 四
年級下學期/陳美鈴 Cankim.Tagaw 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2-79-5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: 四
年 級 下 學 期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
縣 : 屏縣府, 11012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72-80-1 (平裝) 普遍
級
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: 四
年級上學期/陳美鈴 Cankim.Tagaw 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縣府,
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72-77-1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: 四
年 級 上 學 期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屏東
縣 : 屏縣府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72-78-8 (平裝) 普遍
級

縣府, 11012 .-- 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91-7 (平裝) 普遍級

縣府, 11012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81-8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英文教科書: 三年級上學
期 . 第 一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90-0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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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88-7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英文教科書: 三年級上學
期 . 第 一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89-4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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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87-0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英文教科書: 四年級下學
期 . 第 四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96-2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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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86-3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英文教科書: 四年級下學
期 . 第 四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95-5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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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8-986-5472-85-6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英文教科書: 四年級上學
期 . 第 三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94-8 (平裝) 普遍級

學校行政第一本書: 策略與方法/林
進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58-7 (PDF) NT$350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英文教科書: 四年級上學
期 . 第 三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93-1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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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84-9 (平裝) 普遍級
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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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83-2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英文教科書: 三年級下學
期 . 第 二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92-4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三年級上學
期 . 第 五 冊 ( 習 作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縣府, 11012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72-82-5 (平裝) 普遍級

魯凱族本位英文教科書: 三年級下學
期 . 第 二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
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: 三年級上學
期 . 第 五 冊 ( 課 本 )/ 陳 美 鈴
Cankim.Tagaw 總編輯 .-- 屏東縣 : 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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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式六法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.-4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28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4002-2 (精裝) NT$9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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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7-031-2 (PDF) 普遍級
憲法歷屆試題詳解/高點王牌師資群
編著 .-- 22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1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9-963-8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整合行銷傳播: 全方位理論架構與本
土實戰個案/戴國良著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571-6 (PDF) 普遍級
機械工程(三等)關務特考套書. 2022/
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, 王
英, 賴祖兒, 林柏超, 張千易, 祝裕, 翔
霖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919-3 (全套:平裝) NT$3695 普遍
級

機械工程(四等)關務特考套書. 2022/
駱英, 歐恩, 龍宜辰, 許願, 劉似蓉, 王
英, 賴祖兒, 祝裕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0-917-9 (全套:平裝)
NT$2840 普遍級

總複習講義. 數學/數學科編輯小組
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3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6-280-5 (平裝) NT$230 普遍級

機械製造與識圖/李弘升編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2 .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93-0 (平裝) 普遍級

總體經濟及金融市場歷屆題庫完全
攻略(證券/期貨分析師). 2022 版/黃
卓盛, 吳曉松, 葉倫編著 .-- 新北市 :
宏典文化, 11102 .-- 48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5-831-1 ( 平 裝 )
NT$450 普遍級

機 械 製 造 學 大 意 ( 四 版 )/ 李 弘 升 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101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0-83-1 (平裝) 普遍級

藍星沙的國文公文/藍星沙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102 .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306-6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
機電整合/郭興家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101 .-- 32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56-4 (平裝)
普遍級

醫師國考試題詳解. 2021 年: 臨床醫
學/嚴竑寬, 江奕寬, 李柏陞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, 11102 .-- 4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448-0 (平
裝) 普遍級

歷史 PISA 閱讀題本. 三/陳正宜, 謝德
隆, 林尚志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102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27-87-5 (平裝) NT$175 普
遍級

題型破解刑法 PLUS+/陳肯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101 .-- 48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726 (平裝) NT$620 普遍級

978-986-06847-6-6 (平裝) NT$400 普
遍級
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會計及財務分析:
歷屆題庫完全攻略. 2022 年版/黃卓
盛, 張瀚星編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102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75-838-0 (平裝) NT$470 普遍級
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證券交易相關法
規與實務: 歷屆題庫完全攻略. 2022
年版/黃卓盛編著 .-- 第五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102 .-- 6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841-0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: 證券商業務員
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2/ .-- 修訂
十八版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貨基金會,
11102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847-0-4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*警專地理/林新編著 .-- 十七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88-5 (PDF) 普遍級
*警專英文/郭靖編 .-- 十八版 .-- 臺北
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84-7 (PDF) 普遍級

歷史學習歷程實作手冊. 三/趙祐志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泰 宇 ,
11102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27-85-1 (平裝) NT$63 普遍級

藝術概論奪分寶典/薛佳雯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復興, 11101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981-45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2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4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475 (平裝) 普遍級

藝術概論奪分寶典/薛佳雯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55-6 (PDF)
普遍級
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. 2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102 .-- 16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9-348-2 (平裝)
普遍級

證券交易法/陳琮勛(伊律師)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974-4 (平裝) NT$550 普遍級

警專數學(甲組)/莫非編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102 .-- 5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4-093 (平裝) 普遍級

餐 飲創業成 本控制與 管理 / 鄭凱文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612-6
(PDF) 普遍級

證券交易法爭點解讀/陳琮勛(伊律師)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102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4-004-6 (平裝) NT$580 普遍級

護理師先鋒: 護理行政/夏心綺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及第, 11101 .-- 1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56-10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
營養師考試歷屆試題/楊耀東, 邱湘
茹, 高翊翔, 露比, 常瑛編著 .-- 第四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102 .- 5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3148-1 (平裝) NT$630 普遍級

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: 證券商高
級業務員、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
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1/ .-- 修訂二十三
版 .-- 臺 北 市 : 證 券 期 貨 基 金 會 ,
11102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847-1-1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
鐵路人員升資考試歷屆試題精解共
同科目三合一/李杰, 郭靖, 廖震編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2 .-- 4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1-122 (平裝) 普遍級

總複習講義(教師版). 數學/數學科編
輯小組編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
文教, 11103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79-9 (平裝) NT$230 普
遍級

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: 證券商業
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. 1/ .-修訂二十二 .-- 臺北市 : 證券期貨基
金會, 11102 .-- 50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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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警專國文(作文與測驗)/李杰編 .-十八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85-4 (PDF)
普遍級
*警專數學/吳啟昆編 .-- 十八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2-86-1 (PDF) 普遍級

鐵路人員升資考試歷屆試題精解專
業科目二合一(事務管理)/胡劭安, 全
道豐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1-14-6 (平裝) 普遍級

鐵路人員升資考試歷屆試題精解專
業科目二合一(場站調車)/胡劭安, 梁
實端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102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1-13-9 (平裝) 普遍級
鐵路人員升資考試歷屆試題精解專
業科目二合一(運輸營業)/梁實端, 畢
斯尼斯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102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1-10-8 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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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0-96-1 (EPUB) 普遍級
鐵路特考 鐵路國文/李杰編 .-- 十四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101 .-- 5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83-0 (平
裝) 普遍級
讀力關鍵: 閱讀素養新攻略/可齋, 李
金諺, 洪滿山, 胡琬瑞, 徐孟芳, 郭繐
綺, 陳怡伶, 陳菀萱, 黃健綸, 詹欣穎,
詹嘉芸, 廖秀倩, 蔡育螢, 劉宸芳, 覺
珮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103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511-5 (平裝) 普遍
級
體系式分類六法: 公法法規(含財稅
法)/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.-- 25 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102 .-- 18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995-9 (平
裝) NT$550 普遍級
體育雙語: 理論、心法到實踐=
Bilingual physical education: theory,
mindset to practice/陶以哲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謳馨, 11102 .-- 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25-5-2 (平裝)
普遍級
觀光英語/Meg C.Y. Lee, Hannah Hayes,
Patricia Barie 原著; 張敦業, 黃玉惠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, 11101 .-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311-4 (平裝) 普遍級

兒童讀物
1-5 歲藝術感覺統合探索. A/謝茵寧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克蘭普文化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122-40 (全套:平裝) NT$2400 普遍級

53 巷裡的小霸王/吳立萍文; 嚕嚕圖 .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34-1 (平裝) 普遍級
Aziman
sasangkunan
haimangsut
Aziman 的百寶箱-布農族植物的應用
智慧/胡梅芳故事編寫; 黃曼席繪圖 .- 初版 .-- 臺東縣 :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,
11101 .-- 3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19-76-9 (精裝) 普遍級
Bob in burger wonderland/丁翊昕, 朱育
萱, 廖玟綾, 劉于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寂天文化, 11101 .-- 3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106-0 (精裝)
普遍級
Bonus book/author TANG-AO BOOK .- 臺中市 : 堂奧圖書, 11101 .-- 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6-6-4 (平
裝) 普遍級
Charlotte-Lulana and the moon/by Silvia
Tabor; illustrated by Dorina Casapu .-first edition .-- 臺 北 市 : 速熊 文 化 ,
11104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7-2-8 (精裝) NT$600 普
遍級
Cognition Book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626-7071-42-7 (全套:精裝)
普遍級
First science/written by Steffi CavellClarke .-- 新北市 : 力新國 際文化 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606-70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Forest explorer/written by Robin
Twiddy .-- 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606-56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Healthy eating/written by Gemma
McMullen .-- 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606-87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HudasBiung bahlu tu kahuman 畢勇祖
父的新耕作地/胡梅芳故事編寫; 黃
曼席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東縣 : 臺東縣
政府原民處, 11101 .-- 30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19-75-2 (精裝) 普遍
級
Human habitats/written by Holly Duhig .- 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 11103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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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 .-- ISBN 978-986-99606-9-4 (全套:
精裝) 普遍級
I like. book 2/Fu, Yi-Hsuan .-- 新北市 :
奧森文化, 11103 .-- 7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91-1-8 (平裝) 普遍
級
Initial & ending sounds/author TANGAO BOOK .-- 臺 中 市 : 堂 奧 圖 書 ,
11101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726-7-1 (平裝) 普遍級
Life Cycles/written by Kirsty Holmes .-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 11103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99606-1-8 (全套:精裝)
普遍級
Materials/written by Harriet Brundle .-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 11103 .-- 冊 .- ISBN 978-626-95736-1-5 (全套:精裝)
普遍級
Mike's busy day/written by Olive Lu,
Maggie Chien; illustrated by Hwa-Bin
Ren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1 .-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633-2 (平裝) 普遍級
Parts of a plant/written by Gemma
McMullen .-- 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736-08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Parts of an Animal/written by Emilie
Dufresne .-- 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606-25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Seasons of the Year/written by Harriet
Brundle .-- 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606-32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Show on!: hamburger party/author
Joshua Hsiao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
11102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1-3-1 (平裝) 普遍級
Show on!: I save my mom and
dad!/author Joshua Hsiao .-- 臺中市 : 蓋
德文化, 11102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031-5-5 (平裝) 普遍
級
Show on!: nian/author Joshua Hsiao .-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102 .-- 32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31-86 (平裝) 普遍級
Show on!: the hero wombat/author
Joshua Hsiao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

11102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1-6-2 (平裝) 普遍級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90-5
(EPUB) 普遍級

ISBN 978-986-458-241-9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
Show on!: the king of the sea/author
Joshua Hsiao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
11102 .-- 3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31-7-9 (平裝) 普遍級

三公主的鹽/黃美莉文; 何宜娟圖 .-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65-5 (平裝) 普遍級

女人國奇遇記/郭生芳文; 陳盈帆圖 .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66-2 (平裝) 普遍級

Show on!: treasure dream/author Joshua
Hsiao .-- 臺中市 : 蓋德文化, 11102 .-32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31-4-8 (平裝) 普遍級

下課後的驚奇科學研究室: 顛覆想像
的 30 道科學知識問答/艾蜜莉.格羅
曼(Emily Grossman)文; 艾莉絲.鮑許
爾(Alice Bowsher)圖; 聞翊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35-8 (PDF)
普遍級

女媧/Yu-Hsin Gjermundsen 文; 許天虹
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33-4 (平裝) 普遍級

Sight words book. A/author TANG-AO
BOOK .-- 臺中市 : 堂奧圖書, 11101 .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26-8-8 (平裝) 普遍級
Sight words book. B/author TANG-AO
BOOK .-- 臺中市 : 堂奧圖書, 11101 .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26-9-5 (平裝) 普遍級
The lives of minibeasts/written by Holly
Duhig .-- 新 北 市 : 力 新 國 際 文 化 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606-63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Weather explorers/written by Harriet
Brundle .-- 新北市 : 力新國際文化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99606-49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Word
families/author
TANG-AO
BOOK .-- 臺中市 : 堂奧圖書, 11101 .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82-0-8 (平裝) 普遍級
九歌一一 0 年童話選= Collected fairy
stories 2021/黃秋芳主編; 李月玲, 吳
嘉鴻, 許育榮, 劉彤渲圖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九歌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450-415-2 (全套:平裝) NT$499 普
遍級
九歌一一 0 年童話選之未來會記得/
黃秋芳主編; 李月玲, 吳嘉鴻, 許育榮,
劉彤渲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0-420-6 (PDF) 普遍級
九歌一一 0 年童話選之現在很珍惜/
黃秋芳主編; 李月玲, 吳嘉鴻, 許育榮,
劉彤渲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0-421-3 (PDF) 普遍級
人間有晴天/金柏莉.威樂絲.荷特
(Kimberly Willis Holt)著; 趙永芬譯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103 .--

下課後的驚奇科學研究室: 顛覆想像
的 30 道科學知識問答/艾蜜莉.格羅
曼(Emily Grossman)文; 艾莉絲.鮑許
爾(Alice Bowsher)圖; 聞翊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36-5
(EPUB) 普遍級
大 寶 貝 小 故 事 . 第 10 輯 /Yu-Hsin
Gjermundsen, 吳立萍, 方信義, 江素蘭,
梁曉丹, 黃美莉, 郭生芳, 黃勁傑文;
黃柏樺, 嚕嚕, 魏淑萍, 葉文, 大石, 蘇
偉宇, 沈汶誼, 何宜娟, 莊河源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458-250-1 (全套:
平裝) 普遍級
大 寶 貝 小 故 事 . 第 11 輯 /Yu-Hsin
Gjermundsen, 吳立萍, 方信義, 江素蘭,
馬亞琳, 郭生芳, 黃美莉, 黃勁傑文;
成佩玹, 嚕嚕, 莊河源, 陳庭昀, 洪國
俊, 雷雷, 沈汶誼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58-259-4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大 寶 貝 小 故 事 . 第 12 輯 /Yu-Hsin
Gjermundsen, 吳立萍, 方信義, 江素蘭,
許玉敏, 黃美莉, 郭生芳, 黃勁傑文;
陳宥辰, 嚕嚕, 陳盈帆, 柚子, 林柔臻,
何宜娟, 陳盈帆, 李月玲圖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458-268-6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大 寶 貝 小 故 事 . 第 9 輯 /Yu-Hsin
Gjermundsen, 吳立萍, 江素蘭, 郭生芳,
許玉敏, 王元容文; 許天虹, 嚕嚕, 莊
河源, 鄭傑恆, 蘇偉宇, 達志圖庫, 阿
財, 楚璿, 魏淑萍,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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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人兒/黃勁傑文; 李月玲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67-9 (平裝) 普遍級
小手觸摸隨身聽: 我會跟著說 123/何
妍萱作; 傅齡萱插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禾流文創, 11102 .-- 24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70-0 (精裝)
NT$780 普遍級
小四愛作怪. 4, 挑戰孔夫子/阿德蝸
文; 任華斌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
兵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1-46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小四愛作怪. 5, 孟子駕到/阿德蝸文;
任華斌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1-47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小四愛作怪. 6, 三國亂傳/阿德蝸文;
任華斌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1-48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小學生用錢好習慣養成: 精打細算的
爺爺= 알뜰쟁이의 돈 쓰는 법/殷睿淑
文; 尹貞珠圖; 趙正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3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20-4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小學生的 STEM 科學研究室. 化學篇
/琳.哈金斯-庫柏(Lynn Huggins-Cooper)
著; 蕭秀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64-9 (EPUB) 普遍級
小學生的 STEM 科學研究室. 物理篇
/蘿拉.貝克(Laura Baker)著; 蕭秀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65-6
(EPUB) 普遍級
小貓頭鷹的上床時間/黛比.格里奧里
(Debi Gliori)作; 艾莉森.布朗(Alison
Brown)繪; 張耘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
市 : 五南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7-543-3 (全套:精裝) NT$560 普
遍級
天氣大發現/黃晨迪文; 蔡豫寧, 蘇傳
宗, 天河兒童插畫工作室圖 .-- 臺北
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- 28 面; 22X22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-52-0 (精裝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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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北
市 : 字畝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69-42-4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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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北
市 : 字畝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69-43-1 (EPUB) 普遍
級

tribe culture story collection/陳勝榮文
字; 陳約翰 Lesa.Yukan 插圖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陳勝榮, 11102 .-- 105 面;
20X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716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50 普遍級
布利不再生氣了/楊郁薇文字; 顏佳
男繪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103 .-- 36
面; 23X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41-0 (精裝) 普遍級
幼兒四季藝術歌曲/許瑋恬編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許瑋恬, 11102 .-- 7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70-9 (平
裝) NT$350 普遍級
打造一個家/波莉.法伯作; 克拉斯.法
蘭繪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983-6 (EPUB) 普遍級

月亮的圓缺/王元容文; 魏淑萍圖 .-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40-2 (平裝) 普遍級

打造一個家/波莉.法伯作; 克拉斯.法
蘭繪; 謝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985-0 (PDF) 普遍級

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60: 想像創造
精選/利曼.富蘭克.包姆, 強納生.史威
佛特, 威廉.莎士比亞, 路易士.卡洛爾
原著; 陳秋帆, 楊政和, 唐琮, 區昕, 黃
啟炎, 東方編輯部改寫; 黃雅玲, 陳亭
亭, 蔡豫寧, cincin chang, 樂本漾, 李憶
婷繪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
111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338-4779 (全套:平裝) NT$1420 普遍級

用手指點一點: 情境英文字典/趙筱
文作; 大 Q, 莊雅涵繪圖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, 11103 .-- 22 面; 25X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43-4 (精裝)
普遍級

他們的眼睛/海狗房東文; 陳沛珛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102 .- 48 面; 17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0-423-0 (精裝) 普遍級
凸槌土地公/陳志和文; 陳志鴻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81-42-8 (PDF)
NT$260 普遍級

交通工具大發現/黃晨迪文; 蔡豫寧,
天河兒童插畫工作室圖 .-- 臺北市 :
何嘉仁, 11103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86-51-3 (精裝) 普遍
級
仲夏夜之夢/威廉.莎士比亞(William
Shakespeare)原著; 黃啟炎改寫; 樂本
漾繪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38-472-4 (EPUB) NT$260 普遍級

北極熊學游泳/吳立萍文; 鄭傑恆, 蘇
偉宇, 達志圖庫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
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24 面; 13X1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37-2 (平裝)
普遍級

多元智能遊戲.聰明頭腦益智遊戲套
書/娜塔莎.布西克(Natasa Bucik), 格雷
戈爾.布西克(Gregor Bucik), 瓦倫丁.
布西克(Valentin Bucik)作; 李采蓀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果文創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974-45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
台南囝仔/陳榕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卯月霽商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14-6-1 (PDF) NT$175
普遍級

夸父/Yu-Hsin Gjermundsen 文; 成佩玹
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51-8 (平裝) 普遍級

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故事彩色叢集繪
本. 二= Binnrwan nqu pqzwan qqalang
binkesan Taywang= Taiwan aboriginal

好心眼的鬼/許玉敏文; 楚璿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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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39-6 (平裝) 普遍級
好心還是壞心?/江素蘭文; 柚子圖 .-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63-1 (平裝) 普遍級
好吃的蛇肉/江素蘭文; 葉文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45-7 (平裝) 普遍級
好朋友俱樂部/蘇菲.葛莉薇文.圖; 賈
翊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762-7377 (第 1 冊:精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57-762-738-4 (第 2 冊:精裝) NT$320
普遍級
安徒生/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
格拉文; 瑪辛.莉.麥姬圖; 賴嘉綾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4 .-32 面; 25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6-231-7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忙碌的交通工具/步步聯盟作 .-- 新北
市 : 風車圖書, 11104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23-715-1 (全套:精裝) 普遍
級
忙碌的交通工具: 工程車/步步聯盟
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104 .-- 12
面; 14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714-4 (精裝) 普遍級
忙碌的交通工具: 救援車/步步聯盟
作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104 .-- 12
面; 14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713-7 (精裝) 普遍級
托哥巨嘴鳥的新家/梁曉丹文; 大石,
蘇偉宇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
際文化, 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58-246-4 (平裝) 普遍
級
老虎報恩/郭生芳文; 阿財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38-9 (平裝) 普遍級
伴= be together/CIH(朱慧慈)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朱慧慈, 11101 .-- 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93-1 (平
裝) NT$250 普遍級
妖怪森林/劉思源作; 貓魚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44-8 (PDF)
NT$330 普遍級

妖怪森林/劉思源作; 貓魚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69-45-5
(EPUB) NT$330 普遍級
我 不 怕 內 褲 怪 / 亞 倫 . 雷 諾 茲 (Aaron
Reynolds)著; 彼得.布朗(Peter Brown)
繪; 童夢館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双美生活文創, 11104 .-- 48 面;
29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5-605 (精裝) 普遍級
我不怕胡蘿蔔怪/Aaron Reynolds 著;
Peter Brown 繪; 童夢館編輯部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, 11104 .- 40 面; 29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5-59-9 (精裝) 普遍級
我受不了了: 親子互動遊戲書/林月
琴主編 .-- 臺北市 : 靖娟兒童安全文
教基金會, 11012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835-6-1 (平裝) 普遍
級
我的小小 EQ 寶寶/Stéphanie Couturier
作; 李旻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流文創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7013-58-8 (全套:精裝) NT$1540 普遍
級
我柿誰/高欣妤, 呂詠潔, 王韻智圖文
編輯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大文創系,
11103 .-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499-32-3 (精裝) NT$450 普
遍級
我為什麼要上床睡覺?/凱蒂.黛恩絲
(Katie Daynes)文; 瑪塔.阿瓦雷.米格
恩斯(Marta Álvarez Miguéns)圖; 謝維
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麥克,
11110 .-- 1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03-917-5 (精裝) 普遍級
我們是園丁/喬安娜. 蓋恩斯(Joanna
Gaines)和孩子們著; 朱利安娜.史旺
尼(Julianna Swaney)圖; 林雨儂譯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保羅文化, 11101 .-4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20234-6 (精裝) 普遍級
我喜歡過聖誕節/仲川道子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101 .-- 36 面;
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1-397 (平裝) NT$99 普遍級
我想靠自己存錢買東西/班.赫柏德
(Ben Hubbard) 文; 碧翠茲. 卡斯特羅
(Beatriz Castro)圖; 張家葳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66-8 (PDF)
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772-1 (PDF)
普遍級

找找看!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/紙
上魔方編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7-5457 (全套:平裝) NT$1000 普遍級

河伯/Yu-Hsin Gjermundsen 文; 陳宥辰
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60-0 (平裝) 普遍級

李小龍/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維
格拉文; 米蓋爾.巴斯托斯圖; 黃筱茵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4 .-- 32 面; 25X2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6-232-4 (精裝) NT$350 普
遍級

狐狸也會用手機嗎?/井本蓉子作; 柯
慧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40-2 (PDF) 普遍級

來去久須所: 認識臺灣樟木的生活運
用/林彥雅, 李芷菡, 魏乙娟圖文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弘光科大文創
系, 11101 .-- 32 面; 21X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9499-30-9 ( 精 裝 )
NT$450 普遍級

狐狸也會用手機嗎?/井本蓉子作; 柯
慧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41-9 (EPUB) 普遍級
金山公主/馬尼尼為改寫.圖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玉山社, 11102 .-- 32 面;
26X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3069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
兔子先生去散步/五味太郎文.圖; 信
誼基金出版社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 市 : 信 誼基 金 , 11103 .-- 24 面 ;
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759 (精裝) NT$220 普遍級

阿迪與他的同學們: 要不要說呢?/柯
宥璿文; 羅珮瑄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印書館, 11102 .-- 36 面; 21X2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3-05-9 (精裝)
NT$300 普遍級

兒歌識字蓋城堡: 帆船飯店篇/李光
福作; 宋雅圓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魯文化, 11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3-94-3 (PDF) 普遍級

阿德蝸的海洋學堂: 天使的藍眼淚/
阿德蝸文; SEVEN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小兵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1-43-5 (PDF) NT$280 普遍
級

咖啡/方信義文; 魏淑萍圖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24
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244-0 (平裝) 普遍級
奇 裝異服的 衛斯理 / 黃惠娟副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17-540-2 (全套:
精裝) NT$560 普遍級
怪獸牙醫診所. 4, 刷牙大考驗!黃黃
牙齒變乾淨/金載成著; 白明植繪; 賴
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
文創, 11103 .-- 4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5-58-2 (精裝) 普遍級
怪獸國有煩惱/許亞歷文; 許珮淨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9-256-5 (PDF)
普遍級
抬轎子/郭生芳文; 雷雷圖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24
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256-3 (平裝) 普遍級
注音練習/林儀文; 薛慧瑩圖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101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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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德蝸的海洋學堂: 海神的大法螺/
阿德蝸文; SEVEN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小兵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1-44-2 (PDF) NT$300 普遍
級
阿德蝸的海洋學堂: 鮫人的珍珠淚/
阿德蝸文; SEVEN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小兵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1-45-9 (PDF) NT$300 普遍
級
阿魯武士/荷莉文; 嚕嚕圖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小兵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1-41-1 (PDF) 普遍級
勇敢的小老鼠/黃勁傑文; 成佩玹圖 .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58-7 (平裝) 普遍級
哇!驚奇工程知識繪本/莎莉.史普雷
(Sally Spray)文; 馬克.呂弗福爾(Mark
Ruffle)圖; 金瑄桓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小光點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7051-13-9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
奎寧/方信義文; 陳盈帆圖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24
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262-4 (平裝) 普遍級
孩子的紙上劇場 X 趣味拉頁繪本套
書/馬丁.巴茲塞特(Matin Baltscheit),
吉列爾梅.卡斯騰(Guilherme Karsten)
文; 卡特琳娜.西格(Katharina Sieg), 吉
列爾梅.卡斯騰(Guilherme Karsten)圖;
林敏雅, 艾可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水滴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7038-19-2 (全套:精裝) NT$699 普
遍級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/洋洋兔編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8911 (全套:精裝) NT$2240 普遍級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: 人體/洋
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局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1-888-1 (精裝) NT$280 普
遍級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: 生命的進
化/洋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890-4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: 動物/洋
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局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1-885-0 (精裝) NT$280 普
遍級

978-986-491-887-4 (精裝) NT$280 普
遍級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: 遺傳和變
異/洋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889-8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挖 掘 恐 龍 的 祕 密 檔 案 . No.1/Clive
Gifford 作; Ela Smietanka, Ana Gomez
插畫; 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禾流文創, 11103 .-- 32 面; 27X2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65-6 (精裝)
普遍級
挖 掘 恐 龍 的 祕 密 檔 案 . No.2/Clive
Gifford 作; Ela Smietanka, Ana Gomez
插畫; 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禾流文創, 11103 .-- 32 面; 27X2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66-3 (精裝)
普遍級
昨天晚上/白希那作; 林玗潔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1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3-95-0 (PDF)
普遍級
柿劍客/高欣妤, 王韻智, 呂詠潔圖文
編輯; 高欣妤繪本繪製 .-- 臺中市 : 弘
光科大文創系, 11103 .-- 48 面; 21X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499-31-6 (精裝)
NT$500 普遍級
皇帝企鵝/劉媛文.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信誼基金, 11103 .-- 52 面; 23X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1-674-2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: 動物的行
為/洋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
門書局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1-886-7 ( 精 裝 )
NT$280 普遍級

科學寶寶系列 1-4 冊/哈麗特.布萊克
弗德作; 麥克.漢森繪; 郭雅欣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95617-5-9 (全套:
精裝) 普遍級
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: 細胞/洋
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局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1-883-6 (精裝) NT$280 普
遍級

穿 梭 太 空 的 祕 密 檔 案 . No.1/Clive
Gifford 作; Tony Neal, Genie Espinosa
插畫; 禾流編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 市 : 禾 流文 創 , 11103 .-- 32 面 ;
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670 (精裝) 普遍級
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: 植物/洋
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
局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91-884-3 (精裝) NT$280 普
遍級
孩子的第一套生物小百科: 微生物/
洋洋兔編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
書局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
穿 梭 太 空 的 祕 密 檔 案 . No.2/Clive
Gifford 作; Tony Neal, Genie Espinosa
插畫; 禾流編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 市 : 禾 流文 創 , 11103 .-- 32 面 ;
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687 (精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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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著繪本逛菜市仔/李俐慧, 蔡奇璋,
高禎臨文字; 蔡順如, Nicole Tsai, 蕭
蕙君圖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沐風文
化 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95721-1-3 (全套:精裝) NT$900 普遍級
哪邊是哪邊/張筱琦圖.文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773-8 (PDF) 普遍級
家園的守門人/玉米辰[作]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桃園機場公司, 11101 .-- 48
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361-6 (精裝) NT$360 普遍級
恐龍大百科立體書/步步聯盟作 .-- 新
北 市 : 風 車圖 書 , 11104 .-- 20 面 ;
26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23-7120 (精裝) 普遍級
格格的崩潰日常/格格圖.文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鍾育霖, 11103 .-- 20 面;
15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788 (平裝) NT$999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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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58-2 (EPUB)
NT$32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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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59-9 (PDF)
NT$320 普遍級
神農/Yu-Hsin Gjermundsen 文; 黃柏樺
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42-6 (平裝) 普遍級
迷宫大穿越: 疯狂购物城/智趣文化
编. 绘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
11103 .-- 2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1-29-0 (平裝) 普遍級
迷宫大穿越: 动物新世界/智趣文化
编. 绘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
11103 .-- 2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1-28-3 (平裝) 普遍級
迷糊小松鼠路路/馬亞琳文; 洪國俊
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55-6 (平裝) 普遍級
動動知識小玩家: 動物才藝
Show/Sandra Laboucarie 作 ; Vinciane

Schleef 插圖; 李旻諭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3 .-- 10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57-1 (精裝)
NT$499 普遍級

淘氣的小花貓/許玉敏文; 林柔臻圖 .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64-8 (平裝) 普遍級

帶你環遊世界: 小朋友最喜歡的地圖
/智慧鳥, 露絲.布洛赫斯特編繪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4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7-585-3 (全套:精裝)
NT$1050 普遍級

貪心的猴子/郭生芳文; 何宜娟圖 .-一 版 .-- 新 北 市 :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48-8 (平裝) 普遍級

從前從前,公主們逃離了城堡: 給大
人的經典童話故事嗆辣版/詹姆士.芬.
加納(James Finn Garner)著; 李芃, 黃詩
韻 譯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聯 經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208-9 (EPUB) 普遍級
從前從前,公主們逃離了城堡: 給大
人的經典童話故事嗆辣版/詹姆士.芬.
加納(James Finn Garner)著; 李芃, 黃詩
韻 譯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聯 經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6209-6 (PDF) 普遍級
探索動物的祕密檔案. No.1/Barbara
Taylor 作 ; Diane Ewen, Nila Aye,
Barbara Bakos 插畫; 張之逸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3 .-- 32
面; 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59-5 (精裝) 普遍級
探索動物的祕密檔案. No.2/Barbara
Taylor 作 ; Diane Ewen, Nila Aye,
Barbara Bakos 插畫; 張之逸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 11103 .-- 32
面; 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60-1 (精裝) 普遍級
推 拉 滑 版 書 / 步 步 聯 盟 作 ; Agnese
Baruzzi 繪 .-- 新 北 市 : 風車 圖 書 ,
111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223-7199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推拉滑版書: 太空探險/步步聯盟作;
Agnese Baruzzi 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, 11104 .-- 1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716-8 (精裝) 普遍級
推拉滑版書: 交通工具/步步聯盟作;
Agnese Baruzzi 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, 11104 .-- 1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718-2 (精裝) 普遍級
推拉滑版書: 海洋動物/步步聯盟作;
Agnese Baruzzi 繪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
書, 11104 .-- 1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3-717-5 (精裝) 普遍級

貪心的釀酒婆/江素蘭文; 陳庭昀圖 .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54-9 (平裝) 普遍級
最有梗的人體教室: 針筒兄弟與他們
的器官小夥伴/上谷夫婦作.繪; 李沛
栩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171-3 (EPUB) NT$380 普遍級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二部曲: 離家
五千里/李如青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步步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31-3-7 (PDF) 普遍級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二部曲: 離家
五千里/李如青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步步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31-7-5 (EPUB) 普遍級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三部曲/李如
青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31-5-1 (PDF) 普遍級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三部曲/李如
青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31-9-9 (EPUB) 普遍級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三部曲: 夢回
森林/李如青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步步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31-4-4 (PDF) 普遍級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三部曲: 夢回
森林/李如青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步步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431-8-2 (EPUB) 普遍級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首部曲: 再見
吧叢林/李如青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步步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31-2-0 (PDF) 普遍級
最後的戰象: 大兵林旺首部曲: 再見
吧叢林/李如青文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步步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31-6-8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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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裡的音樂大師: 四季音樂會
/Fiona Watt 作; Juliette Oberndorfer 插
畫; 廖佳儀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流文創, 11103 .-- 10 面; 22X22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13-69-4 ( 精 裝 )
NT$600 普遍級
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/碧翠絲.阿雷馬
娜(Beatrice Alemagna)文.圖; 吳愉萱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
化, 11101 .-- 40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007-8-9 (精裝) NT$350 普
遍級
象什麼/張東君文; 黃麗珍圖 .-- 第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67-6
(EPUB) 普遍級
買東西之前 我會想一想/班.赫柏德
(Ben Hubbard) 文; 碧翠茲. 卡斯特羅
(Beatriz Castro)圖; 巫芷玲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67-5 (PDF)
普遍級
超級偵探來破案: 解謎遊戲書/佩妮.
沃爾姆斯文; 安.帕斯契爾圖; 馬玲波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6-2294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626-326-230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200
普遍級
進 入 人 體 的 祕 密 檔 案 . No.1/Clive
Gifford 作; Steven Wood, Chris Jevons
插畫; 禾流編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 市 : 禾 流文 創 , 11103 .-- 32 面 ;
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632 (精裝) 普遍級
進 入 人 體 的 祕 密 檔 案 . No.2/Clive
Gifford 作; Steven Wood, Chris Jevons
插畫; 禾流編輯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 市 : 禾 流文 創 , 11103 .-- 32 面 ;
27X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13-649 (精裝) 普遍級
鈔能戰士. II, 跳舞的巨人/嚴淑女著;
黃柏樺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聚光文
創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71-0-2 (PDF) 普遍級
傻瓜八哥/江素蘭文; 莊河源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36-5 (平裝) 普遍級

媽媽,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嗎?/金京愛
(김경애)文; 李美靜(이미정)圖; 魏嘉
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0-68-2 (PDF) 普遍級
媽媽小時候: 第一次參加婚禮/鄭靜
儀作; 陳麗雅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魯文化, 11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27-00-1 (PDF) 普遍級
愛因斯坦/瑪麗亞.伊莎貝爾.桑切斯.
維格拉文; 尚.克勞德圖; 汪仁雅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4 .-32 面; 25X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6-233-1 (精裝) NT$3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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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8-476-2 (EPUB) NT$200 普遍級
搭火車/吳立萍文; 嚕嚕圖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24
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261-7 (平裝) 普遍級
溫暖的家/吳立萍文; 嚕嚕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43-3 (平裝) 普遍級
葡萄乾/方信義文; 莊河源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53-2 (平裝) 普遍級
遊 走 世 界 的 祕 密 檔 案 . No.1/Philip
Steele 作; Miles Kelly 插畫; 禾流編輯
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
11103 .-- 32 面; 27X2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3-61-8 (精裝) 普遍級
遊 走 世 界 的 祕 密 檔 案 . No.2/Philip
Steele 作; Miles Kelly 插畫; 禾流編輯
團隊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,
11103 .-- 32 面; 27X2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13-62-5 (精裝) 普遍級
壽 司 大 相 撲 : 鮭 魚 力 士 /Ahn
Masako(アンマサコ)作; 王蘊潔譯 .-臺中市 : 晨星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0-090-6 (EPUB) 普遍
級
睡不著的深夜動物園/蘇菲.薛華德
(Sophie Schoenwald)作; 鈞特.亞可伯
斯(Günther Jakobs)繪; 林硯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42-6 (PDF)
普遍級
睡不著的深夜動物園/蘇菲.薛華德
(Sophie Schoenwald)作; 鈞特.亞可伯
斯(Günther Jakobs)繪; 林硯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43-3
(EPUB) 普遍級
睡太郎的桃子樹/黃美莉文; 沈汶誼
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
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8-257-0 (平裝) 普遍級
精打細算的爺爺: 小學生用錢好習慣
養 成 / 殷 睿 淑 (은예숙) 文 ; 尹 貞 珠
(윤정주)圖; 趙正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738-9 (PDF) 普遍級
精打細算的爺爺: 小學生用錢好習慣
養 成 / 殷 睿 淑 (은예숙) 文 ; 尹 貞 珠
(윤정주)圖; 趙正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739-6 (EPUB) 普遍
級
綠色先生的下午茶會/哈維爾.薩伊茲.
卡斯坦(Javier Sáez Castán)文.圖; 賴潔
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11-1-8 (PDF) 普遍級
綠野蛛蹤/楊維晟文; 黃麗珍圖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68-3
(EPUB) 普遍級
認識基督教/黃惠娟副總編輯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7-542-6 (全套:平裝)
NT$560 普遍級
餅乾/吳立萍文; 嚕嚕圖 .-- 一版 .-- 新
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- 24 面;
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8-2358 (平裝) 普遍級
噗!是誰放屁?: 動物的腸胃脹氣知識
繪本/尼克.卡羅素(Nick Caruso), 達妮.
拉貝奧堤(Dani Rabaiotti)文; 艾力克
斯.G.葛莉菲斯(Alex G Griffiths)圖; 蕭
郁祺譯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33-4
(PDF) 普遍級
噗!是誰放屁?: 動物的腸胃脹氣知識
繪本/尼克.卡羅素(Nick Caruso), 達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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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貝奧堤(Dani Rabaiotti)文; 艾力克
斯.G.葛莉菲斯(Alex G Griffiths)圖; 蕭
郁祺譯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34-1
(EPUB) 普遍級
噗!是誰放屁?: 動物的腸胃脹氣知識
繪本= Does it fart?: a kid's guide to the
gas animals pass/ 尼 克 . 卡 羅 素 (Nick
Caruso), 達妮.拉貝奧堤(Dani Rabaiotti)
文 ; 艾 力 克 斯 .G. 葛 莉 菲 斯 (Alex G
Griffiths)圖; 蕭郁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4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714-3 (精裝)
NT$320 普遍級
影子= Shadow/蘇西.李(Suzy Lee)繪.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103 .-- 44 面; 3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7-95-6 (精裝) NT$480 普遍級
誰把我的蠟燭吹熄了?/伊蘭.布萊曼
(Ilan Brenman)文; 瑪嘉莉.呂什(Magali
Le Huche)圖; 吳愉萱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, 11101 .-- 3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07-96 (精裝) NT$300 普遍級
誰來當大王/何元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秀威少年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66-5-0 (EPUB) 普遍
級
誰是小蘋果/許添盛口述.導讀.繪圖;
管 心 執 筆 .-- 新 北 市 : 賽 斯 文 化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07-50-2 (PDF) 普遍級
誰會戴手套?/崔順英文; 長谷川義史
圖; 曹一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維
京國際, 11103 .-- 32 面; 20X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0-424-7 (精裝) 普遍
級
誰闖的禍?/吳立萍文; 嚕嚕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52-5 (平裝) 普遍級
養狗保平安的普米族/黃美莉文; 沈
汶誼圖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
文化, 11102 .-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8-247-1 (平裝) 普遍
級
機器人出任務: 解謎遊戲書/佩妮.沃
爾姆斯文; 安.帕斯契爾圖; 馬玲波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6-2270 (第 1 冊:平裝) NT$200 .-- ISBN 978-

626-326-228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200
普遍級
貓熊旅行團/野花遙文.圖; 上誼編輯
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,
11103 .-- 28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62-736-0 (精裝) NT$280 普
遍級
糟糕壞老師: 兇巴巴/大衛.威廉(David
Walliams)作; 東尼.羅斯(Tony Ross)繪;
蔡心語譯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89-0
(EPUB) 普遍級
翻閱,埤塘/王全興文; 鄧慧珍圖 .-- 臺
南市 : 南市官田國小, 11102 .-- 16 面;
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836 (精裝) 普遍級
職業大發現/黃晨迪文; 蔡豫寧, 天河
兒童插畫工作室圖 .-- 臺北市 : 何嘉
仁, 11103 .-- 28 面; 22X22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6-53-7 (精裝) 普遍
級
藍莓季節/波莉.何華絲(Polly Horvath)
作; 趙永芬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
魯文化, 11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43-96-7 (EPUB) 普遍級
蟲小練武功/楊維晟文; 林芷蔚圖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70-6
(EPUB) 普遍級
蟲來沒看過/楊維晟文; 蔡其典圖 .-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69-0
(EPUB) 普遍級
蹦蹦和跳跳: 我不喜歡你比我厲害/
納瑪.班茲曼(Naama Benziman)著; 小
樹文化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樹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487-82-4 (EPUB) 普遍級
蹦蹦和跳跳: 我不喜歡你比我厲害/
納瑪.班茲曼(Naama Benziman)著; 小
樹文化編輯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樹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487-83-1 (PDF) 普遍級
蹦蹦和跳跳: 我不喜歡你比我厲害=
Noni ve'Noni-Yoter/ 納 瑪 . 班 茲 曼
(Naama Benziman)著; 小樹文化編輯
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化,
11103 .-- 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487-81-7 (精裝) NT$34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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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3-91-2 (EPUB) 普遍級
寶寶情緒小書: 自信、快樂、傷心/
娜 汀 妮 . 布 朗 - 柯 斯 姆 (Nadine BrunCosme)作; 瑪莉詠.柯可里克(Marion
Cocklico)圖; 王卉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康軒文教, 11108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6-251-5 (全套:精裝) 普遍
級
寶寶醫學院：中英雙語繪本系列套
書/卡菈.佛羅倫斯(Cara Florance), 瓊.
佛羅倫斯(Jon Florance)原著; 林柏安
翻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思唯
爾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9312-2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魔法阿媽: 豆豆的夏天/王小棣文; 查
理小姐圖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31-9
(EPUB) 普遍級
魔術師的帽子/微笑先生文; 王書曼
圖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0-775-2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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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58-3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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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62-0 (PDF)
普遍級
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51-2 (EPUB) 限制級
(直條式漫畫)不求我就不讓妳高潮:
與壞心眼老師在保健室裡. 1/ゆずし
を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50-5 (EPUB) 限制
級
(直條式漫畫)為魔法師神魂顛倒吧!.
1/眞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449-9 (EPUB) 限
制級
41 歲離職重新挑戰漫畫家: 國王排名
作者自傳/十日草輔作; 林琬清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4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77-9 (平
裝) 普遍級
A 咖的拍檔之路/陶綺彤編劇; KOI 漫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
11102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56-24-2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BADON 天堂菸館/小野夏芽作; 厭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2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91-1 (第
5 冊: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Bloody Man 血契/食夢蟹編劇; 智能團
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
11012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59-24-1 (第 2 冊:平裝) NT$350
普遍級
BL 漫畫家的戀愛盛宴. 1/山野でこ
作 ; 張 芳 馨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19-2 (EPUB) 限制級

鷹虎神/黃勁傑文; 莊河源圖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泛亞國際文化, 11102 .- 24 面; 13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8-249-5 (平裝) 普遍級

Boichi SF 創作短篇集. 1, 時空旅人
/Boichi 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50-8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
鷺鷥小白的明星夢/廖炳焜文; 任華
斌 圖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小 兵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1-40-4 (PDF) 普遍級

BORUTO:
NARUTO
NEXT
GENERATIONS-火影新世代/岸本斉
史原作.監修; 池本幹雄漫畫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76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99-0 (第
16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漫畫書
(直條式漫畫)45 歲紳士大叔是笨拙
的野獸。: 今晚，請教我成人的
SEX.... 1/竹輪つぼみ, ache 作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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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itrus+: 柑橘味香氣 PLUS/サブロウ
タ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

957-26-8692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
普遍級
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77-2 (EPUB) 限制級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19-5 (平
裝) NT$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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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6470-9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00-6471-6 (第 10 冊:平裝) 普遍級

KERORO 軍曹/吉崎観音作; 章澤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264-0 (第 31 冊:平裝) 普遍級

WITCH WATCH 魔女守護者/篠原健
太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966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8697-3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0 .- ISBN 978-957-26-8698-0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00 普遍級

Dr.DMAT: 瓦礫下的醫師/菊地昭夫
原作; 菊地昭夫漫畫; 鄭世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00-6456-3 (第 1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6457-0 (第 11
冊:平裝) 普遍級
Dr.STONE 新石紀/稲垣理一郎原作;
Boichi 作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96-9 ( 第 24 冊 : 平 裝 )
NT$100 普遍級

KERORO 軍曹. 31/吉崎観音作; 章澤
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00-5 (EPUB) 普遍級
Kiss me crying: 吻我落淚/Arinco 作;
Yu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22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53-0 (平裝) 限制級
Kiss me crying: 吻我落淚/Arinco 作;
Yu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89-9
(EPUB) 限制級

Fate/Grand Order: 真實之旅. 7/TYPEMOON 原作; 賴韋先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8746-8 (EPUB) 普遍級

MAO 摩緒(09)/高橋留美子著; 王敏
媜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546-5 (第 9 冊:平裝) 普遍級

GAME: 套裝的破綻/西形真依作; 吳
美嬅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673 (第 5 冊:平裝) NT$100 限制級

MIX/安達充作; ALATA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94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51-6 (第 17
冊:平裝) 普遍級

GANTZ:G 殺戮都市/奧浩哉原作; 飯
塚啟太漫畫; 洪子喬譯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- 216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16-545-8 (第 1 冊:平
裝) 限制級

MIX. 17/安達充作; ALATA 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90-5 (EPUB) 普遍級

GHOST GIRL 幽靈少女/紗池晃久作;
鄭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462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6463-1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HeartStopper 戀愛修課/艾莉絲.歐斯
曼(Alice Oseman)作; 劉又瑄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一木工作室, 11101 .-32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732-0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420 普遍
級
HENTAI 變態少女/うめ丸漫畫; 林武
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2 .-- 21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09-6 (第 2 冊:平裝) 限制級
K-POP 偶像練習生帥度超破表讓人
無法擋. 1/成瀬千雪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
Mr.便利商店/阿仁谷ユイジ作; 黃瀞
瑤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8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188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SAKAMOTO DAYS 坂本日常/鈴木祐
斗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99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8700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0 .- ISBN 978-957-26-8701-7 (第 3 冊:平
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7024 (第 4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8703-1 (第 5 冊:平裝) NT$100
普遍級
SINoALICE 死亡愛麗絲/ヨコオタロ
ウ原作; ヒミコ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675-1 (第 2 冊: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White Pawn: 白棋/トビワシオ作; AKI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62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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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這就...不做了嗎?」: 女強人前輩
的酒後撒嬌 SEX/文哉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443-8 (EPUB) 限制級
Ω 男公關和惡魔的床伴情事/御茶漬
わさび作; 灰陽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591-4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*七夏之樂園. 2: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
女後宮. 溫泉共浴篇/赤月みゅうと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58-2 (PDF)
限制級
*七夏之樂園. 2: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
女後宮. 溫泉共浴篇/赤月みゅうと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59-9 (EPUB)
限制級
七夏之樂園: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
宮. 3, 裸體捉迷藏篇/赤月みゅうと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3 .-- 6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66-7 (平
裝) NT$260 限制級
二零七之骨/林奕辰作 .-- 新北市 : 林
奕辰, 11103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88-7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702 普遍級
人偶= Puppet/銀甫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8633-1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5726-8634-8 (第 1 冊:精裝首刷附錄版)
普遍級
人渣四人組!: 長相以外都爛透的偶
像們/Mizu Morino; Goji Asano[作]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78-3 (EPUB) 普遍
級
入間同學入魔了!. 1/西修作; 陳楷錞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20-8 (EPUB)
普遍級

入間同學入魔了!. 2/西修作; 陳楷錞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21-5 (EPUB)
普遍級

女人島漂流記: 做愛對象只有我的世
界/NIWATORI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79-0 (EPUB) 限制級

三兄弟、哥哥的戀愛. II/コウキ。作;
馮鈺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24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22-5 (平裝) NT$160 限制級

女朋友 and 女朋友/ヒロユキ作; 林志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60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874 (第 9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三兄弟、哥哥的戀愛. II/コウキ。
作 ; 馮 鈺 婷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24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741-3 ( 平 裝 首 刷 附 錄 版 )
NT$170 限制級

女朋友 and 女朋友. 4/ヒロユキ作; 林
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31-4
(EPUB) 普遍級

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/水安里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103 .-- 17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64-9 (第 11 冊:平裝) 普
遍級
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. 7/水安
里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92-5 (EPUB) 普遍級
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. 7/水安
里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30-4 (PDF) 普遍級

*三柿野的學性生活/笹森トモエ作 .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31-060-5 (PDF) 限制
級

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妓/山
田 J 太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50-9 (第 3 冊:
平裝) 限制級

*三柿野的學性生活/笹森トモエ作 .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31-061-2 (EPUB) 限
制級

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妓. 3/
山田 J 太作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91-2 (EPUB) 限制級

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. 8/水安
里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31-1 (PDF) 普遍級

下 跪 渴 求 的 忠 犬 (Dom/Sub 世 界
觀)/Warabi Mochi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81-3 (EPUB) 限制級

小 心喔, 大姊 姊 / サスケ作; 翁蛉玲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88-4 (第
1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
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. 9/水安
里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08-3 (EPUB) 普遍級

上司的溺愛無與倫比: 只要情慾滿滿
死魚也會死而復生. 1/神山あんず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68-0 (EPUB) 限制
級

小僧來參訪!. IX/山本小鉄子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38-3 (EPUB)
限制級

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. 9/水安
里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34-2 (PDF) 普遍級

小僧來參訪!Ⅷ/山本小鉄子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62-8 (EPUB)
限制級

不會撒嬌沒關係、我親自來教妳。:
坦誠相見的淫亂之夜. 1/エトウユツ
キ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55-0 (EPUB) 限制
級

土下座跪求給看. 職業篇/船津一輝
作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103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257-2 (平裝) 限制級
土下座跪求給看. 職業篇/船津一輝
作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301-2 (EPUB) 普遍級
大大/西炯子作; 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- 20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55-6 (第 3 冊:
平裝) 普遍級
大哥哥教你.從電愛到戀愛.番外篇:
詩情畫意的甜蜜臥室. 1/綿レイニ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70-3 (EPUB) 限制
級

不加班真的可以嗎?: 小職員異世界
佛心企業初體驗/結城鹿介原作; 髭
乃慎士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295-4 (EPUB) 普遍級
不自量力的愛愛課程/理原作; AKI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65-2 (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不要欺負我,長瀞同學. 11/NANASHI
作 ; 季 上 元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18-5 (EPUB) 普遍級
不起眼的我有個異常後輩/しまエナ
ガ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11-0 (EPUB)
限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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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. 8/水安
里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89-5 (EPUB) 普遍級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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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62-9 (PDF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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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63-6 (EPUB) 限制級
中途車站/卡鳴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20-4 (PDF) 普遍級
中途車站/卡鳴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21-1 (EPUB) 普遍級

中華小廚師!極/小川悦司作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02-7 (第
11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中華小廚師!極. 10/小川悅司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44-4 (EPUB)
普遍級
五等分的新娘(全彩版). 8/春場葱作;
賴瑞琴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33-8
(EPUB) 普遍級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/澤村鞠子作;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25-9 (PDF) 普遍級
什麼都別問,讓我抱妳吧: 虛張聲勢
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/澤村鞠子作;
AKIR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26-6 (EPUB) 普遍級
今泉家似乎變成辣妹的聚會所了/の
り伍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103 .-- 76 面; 25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1-069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380
限制級
今晚也在丈夫的隔壁 NTR。: 色情自
拍被小叔子發現.../乙丸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425-4 (EPUB) 限制級
今際之國的闖關者/麻生羽呂作; 吳
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77-5 (第 17
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8678-2 (第 18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今際之國的闖關者. 11/麻生羽呂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50-5
(EPUB) 普遍級
今際之國的闖關者. 12/麻生羽呂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51-2
(EPUB) 普遍級
今際之國的闖關者. 13/麻生羽呂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52-9
(EPUB) 普遍級
勿說是推理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92
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493 (第 8 冊:平裝) 普遍級
勿說是推理. 8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92-9 (EPUB) 普遍
級
化物語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作;
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76-5 (第 15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180 普遍級
化物語. 14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
漫畫; 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22-2 (EPUB) 普遍級
厄里斯的聖杯/常磐くじら原作; 桃
山ひなせ漫畫; 賴詠新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94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48-6 (第 3 冊:
精裝) 普遍級
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. 3/daito, 赤人,
有坂 K, IAPOC, イチフジニタカ, カ
ルトマ, だにまる, でかいるか, 南極
珊瑚, 平日, みしまひろじ漫畫; 尊師
K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265-7 (平裝) 普遍級
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. 3/daito, 赤人,
有坂 K, IAPOC, イチフジニタカ, カ
ルトマ, だにまる, でかいるか, 南極
珊瑚, 平日, みしまひろじ漫畫; 尊師
K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02-9 (EPUB) 普遍級
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. 4/DS マイル,
abua, IAPOC, イチフジニタカ, カル
マ, きりきり舞, KRSG, 鈴ヶ森ちか,
でかいるか, ひらやん, Be-con, みし
まひろじ, Rida 漫畫; 尊師 K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12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664 (平裝) 普遍級
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. 4/DS マイル,
abua, IAPOC, イチフジニタカ, カル
マ, きりきり舞, KRSG, 鈴ヶ森ちか,
でかいるか, ひらやん, Be-con, みし
まひろじ, Rida 漫畫; 尊師 K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03-6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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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郎戀上仇家/占地作; 趙秋鳳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25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95-2 (平裝)
NT$160 限制級
幻怪地帶/伊藤潤二作; 吳勵誠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65-9 (EPUB) 普遍
級
心愛的巨無霸.續續/重い実作; 陳家
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492 (平裝特裝版) NT$180 限制級
月收 50 萬卻覺得人生乏味的 OL,用
30 萬僱用我對她說「妳回來了」,這
工作真是好賺/黄波戸井ショウリ原
作; 野地貴日漫畫; 梁勝哲翻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288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45-5 (第
1 冊:平裝) 普遍級
月收 50 萬卻覺得人生乏味的大姐姐,
用 30 萬僱用我對她說「妳回來了」,
這工作真是好賺. 1/黄波戸井ショウ
リ作; 梁勝哲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93-6 (EPUB) 限制級
火鳳燎原/陳某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36-2 (第 71 冊:平裝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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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3 .-- 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58-7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牙醫生,我硬起來了!. 2/山崎將作; 秦
不虫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22-8 (PDF) 普遍級
牙醫生,我硬起來了!. 2/山崎將作; 秦
不虫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23-5 (EPUB) 普遍級
王子殿下無法獨自一人做的事
/yamada mok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431-5 (EPUB) 普遍級
王者天下/原泰久作; 鄭世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- 232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61-7 (第
58 冊:平裝) 普遍級

王領騎士/銀甫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35-5 (第 7 冊:精裝) 普遍級
他把哥哥變成 OMEGA 了/梶ヶ谷ミ
チル作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, 11102 .-- 20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9-112-6 (平裝) 限制
級
加油吧陰沉的淫魔/赤佐たな作; 楊
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64-8 (平裝) 限制級
加班時間起請脫掉內衣 在辦公室
赤身裸體也算職責?. 1/冬野由乃作 .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467-3 (EPUB) 限制級
功夫旋風兒(愛藏版). 12/蛭田達也作;
冰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27-7
(EPUB) 普遍級
功夫旋風兒(愛藏版). 13/蛭田達也作;
冰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28-4
(EPUB) 普遍級
功夫旋風兒(愛藏版). 14/蛭田達也作;
冰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29-1
(EPUB) 普遍級
北海道辣妹金古錐/伊科田海作; 方
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0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683 (第 3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可愛的地球人男孩，要不要和我異
種交配啊. 1/高梁たかし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57-4 (EPUB) 普遍級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. 16/ODA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402-5 (EPUB) 普遍級
只為了愛/ISIKI 作; KOSUKEN 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61-4 (平裝)
NT$140 限制級
台湾有事特輯/小林源文作; 張詠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, 11102 .-104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427-6-5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
四大名著漫畫版: 三國演義/閆飛改
編; 上尚印象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南門書局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491-903-1 (第 4 冊:平裝) NT$280 .- ISBN 978-986-491-902-4 (第 3 冊:平
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9017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986-491-900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
普遍級
四大名著漫畫版: 水滸傳/閆飛改編;
上尚印象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
書局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91-899-7 (第 4 冊:平裝) NT$280 .-ISBN 978-986-491-898-0 (第 3 冊:平裝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897-3 (第
2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491-896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普遍
級
四大名著漫畫版: 西遊記/閆飛改編;
上尚印象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
書局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91-892-8 (第 1 冊:平裝) NT$280 .-ISBN 978-986-491-893-5 (第 2 冊:平裝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894-2 (第
3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491-895-9 (第 4 冊:平裝) NT$280 普遍
級
四大名著漫畫版: 紅樓夢/閆飛改編;
上尚印象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
書局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491-905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.-ISBN 978-986-491-904-8 (第 1 冊:平裝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906-2 (第
3 冊: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四之谷戀談。/高城リョウ作;
KOSUKEN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454 (上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8646-1 (下冊:平裝) NT$140 限
制級
*外星人到地球投資股票卻沒有注意
風險/馬克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證券交易所, 11101 .-- 1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5460-7-3 (平裝)
普遍級
打怪後再結婚!/安妮羊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6426-6 (PDF) 普遍級
打怪後再結婚!/安妮羊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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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626-00-6427-3 (EPUB) 普遍
級
打倒勇者/楊政諭漫畫; 黃色書刊劇
本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原 動 力 ,
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59-32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
普遍級
末日盡頭的卡農/米代恭作; 木易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571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永恆的愛戀/小井湖イコ作; 李亞妮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360-8 (平裝) 限制級
永恆的愛戀(全冊)/小井湖イコ作; 李
亞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418-6 (EPUB) 限制級
白袍教師惹上了不良金毛 . 1/白松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56-7 (EPUB) 限制
級
白領驅魔師: 奧村雪男的憂愁/加藤
和惠原案; 佐佐木ミノル漫畫; 陳柏
伸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3 .-- 19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47-9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白領驅魔師: 奧村雪男的憂愁. 4/佐
佐木ミノル漫畫; 加藤和惠原案; 陳
柏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61-5 (EPUB) 普遍級
刑警的純愛渴望. 1/墨リンダ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462-8 (EPUB) 限制級
同居人在家不擁抱我的理由. 1/星乃
みな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64-2 (EPUB)
限制級
名偵探柯南. 警察學校篇/新井隆廣
作; 陳柏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22331-8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2-332-5 (下冊:平裝) 普遍級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/ざっ

ぽん原作; 池野雅博漫畫; Linca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21-262-6 (第 4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263-3 (第 5
冊:平裝) 普遍級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. 4/ざ
っぽん作; 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304-3 (EPUB) 普遍
級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. 5/ざ
っぽん作; 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305-0 (EPUB) 普遍
級

如初戀般似是而非的事物/松田とら
いち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3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68-6 (平裝) 限制級

自我中心的 KISS/TOWA 作; 貝貝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17-5 (PDF)
普遍級

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/真木蛍五作;
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03-4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
自稱男友的愛如膠似漆: 變態高富帥
展露無遺的佔有慾. 1/かずいち作;
SCALY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27-3 (EPUB) 限制級

成為奪心魔之必要. vol.2, 惡神烏爾
薩/賴惟智作; 尼太漫畫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未來數位, 11102 .-- 1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7114-3-3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. 1/
高瀨若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34-1 (PDF) 普遍級

地下忍者/花澤健吾著; 游若琪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42-7 (第
3 冊:平裝) 普遍級

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. 1/
高瀨若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35-8 (EPUB) 普遍級

在回家之後重新開始/ココミ作; 蔡
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0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741 (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
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. 2/
高瀨若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36-5 (PDF) 普遍級

在指尖溫柔的撫弄下融化/猫野まり
こ作; 林均鎂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51-5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. 2/
高瀨若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37-2 (EPUB) 普遍級

在魔王城說晚安/熊之股鍵次作; 蔡
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2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10-2 (第 17 冊:平裝) 普遍級

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. 3/
高瀨若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38-9 (PDF) 普遍級

多金男的戀愛博弈. 1/桜庭ちどり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66-6 (EPUB) 限制
級

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. 3/
高瀨若作; 魏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6439-6 (EPUB) 普遍級

妄想學生會/氏家卜全作; 鄭啟旭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60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85-0 (第 22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好 色 的 他 卻 禁 止 愛 撫 !/ITSUKI
MAKOTO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432-2 (EPUB) 限制級
如果湯匙折彎了/夕倉アキ作;
KOSUKEN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55-3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灰姑娘曖愛愛/青山りさ, 海月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貳拾二點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68-0-8 (EPUB) 普遍級
老師,這個月狀況如何?/高江洲弥作;
蘇琪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90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自我中心的 KISS/TOWA 作; 貝貝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497-0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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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稱男友的愛如膠似漆: 變態高富帥
展露無遺的佔有慾. 1/かずいち作;
SCALY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28-0 (PDF) 限制級
自稱男友的愛如膠似漆: 變態高富帥
展露無遺的佔有慾. 2/かずいち作;
SCALY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29-7 (EPUB) 普遍級
自稱男友的愛如膠似漆: 變態高富帥
展露無遺的佔有慾. 2/かずいち作;
SCALY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30-3 (PDF) 限制級
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首部曲/野扶
桑圖.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人如己
文創工作室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976-1-2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住隔壁的金屬控/マミタ作; 游若琪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336-3 (平裝) 限制級
住隔壁的金屬控(全冊)/マミタ作; 游
若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65-3
(EPUB) 普遍級
你已經咬不得了/あさじまルイ作;
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13-3 (平裝) 限制級
你啊,喜歡上洋子了吧!/でん蔵作; 和
靜清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59-2 (平裝) 限制級
你啊,喜歡上優子了吧!(全冊)/でん蔵
作; 和靜清寂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71-4 (EPUB) 限制級
你遭難了嗎?. 8/さがら梨々漫畫; 岡
本健太郎原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

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713-0 (EPUB) 普遍級
吳田,你給我忍住!/大月クルミ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591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告白卻在死之後/悠子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6429-7 (EPUB) 普遍
級
告白卻在死之後/悠子作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6428-0 (PDF) 普遍級
吟詠花戀. 6/夏目維朔作; 李芝慧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37-6 (EPUB) 限制
級
妖幻三重奏/矢吹健太朗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98-3 (第
7 冊:平裝) NT$100 限制級
妖幻三重奏/矢吹健太朗作; 張紹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00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77-2 (第
6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40 限制
級
妖怪手錶. 17/小西紀行作; 謝孝薇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23-0 (EPUB)
普遍級
我也有談戀愛的一天?/平眞ミツナ
ガ 作 ; AKI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22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20-1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我果然還是很討厭你. 1/平純久至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65-9 (EPUB) 限制
級
我的主人/直野儚羅作; AKI 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8640-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.- ISBN 978-957-26-8641-6 (第 2 冊: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我的異世界後宮. 總集篇/鳳まひろ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3 .-- 21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735 (第 1 冊:平裝) NT$580 限制級
我的異想天開 α/藤咲もえ作; 黃瀞
瑤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539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我的繆思女神/かつらぎ作; 何硯鈴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335-6 (平裝) 限制級
我的繆思女神(全冊)/かつらぎ作; 何
硯鈴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98-1
(EPUB) 限制級
我們大家的河合莊/宮原るり作; 鄭
世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4594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6460-0 (第 11 冊:平裝) 普遍級
我們不適合當戀人/弘川コウ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13-4 (EPUB) 限制級

我才不會對你動心(全冊)/箱石タミ
ィ 作 ; 風 花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415-5 (EPUB) 限制級

我們的後續/アマミヤ作; 藤崎スグ
ル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 18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571-7 (平裝) 普遍級

我才沒有要求夜晚的侍奉!/きみあた
る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33-9 (EPUB)
限制級

我們原本只是普通直男!!/tomomo 作;
midori, chu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3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58-5 (平裝) 限制級

我不需要愛的台詞/小夏うみれ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12-7 (EPUB) 限制
級

我 們 原 本 只 是 普 通 直 男 !!( 全
冊)/tomomo 作; midori, chun 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94-3 (EPUB) 限制級

我生命中的光芒(全冊)/滝端作; Yun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16-2 (EPUB)
限制級

我家的天才寶貝(愛藏版)/羅川真里
茂作; 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249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133

957-26-8625-6 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 ISBN 978-957-26-8626-3 (第 3 冊:平
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57-26-86270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57-26-8628-7 (第 5 冊:平裝) NT$260
普遍級
我推的孩子/赤坂アカ原作; 橫槍メ
ンゴ漫畫; 林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3 .-- 22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52-3 (第 5 冊:平裝)
普遍級
我推的孩子. 4/赤坂アカ原作; 橫槍
メンゴ漫畫; 林香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412-4 (EPUB) 普遍級
我推的孩子. 5/赤坂アカ原作; 橫槍
メンゴ漫畫; 林香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62-2 (EPUB) 普遍級
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. 1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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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95-5-2 (EPUB)
限制級
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. 2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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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95-6-9 (EPUB)
限制級
我就是無法違逆 S 嘛/響愛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64464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6447-1 (第 6 冊:平裝) 限制級
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/チョモラン
作; 王明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9-118-8 (第 2 冊:平裝)
普遍級
我想先吃你/在原やっこ作;
KOSUKEN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56-0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我想成為影之強者!/逢沢大介原作;
坂野杏梨漫畫; 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1-260-2 (第 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261-9 (第 6 冊:
平裝) 限制級

我想成為影之強者!. 5/逢沢大介作;
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06-7 (EPUB) 普遍級
我想成為影之強者!. 6/逢沢大介作;
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07-4 (EPUB) 普遍級
我與你的祕密花園/ちふゆ作; 澤野
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8629-4 (上冊:平裝)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8630-0 (下
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/桜
日梯子作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710-9 (第 8 冊:平裝首刷限定
版) NT$250 限制級

ISBN 978-957-26-8732-1 (EPUB) 普遍
級
沒察覺的視線/かみしまあきら原作;
ky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21-8 (平裝) 限制級
私人專屬.脫衣舞: 身為直男的我墮
落的理由/Moyo Yokoyama[作]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72-1 (EPUB) 限制級
車掌先生的噓點導覽/赤星ジェイク
作; 田心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3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58-8 (平裝) 限制級
邪惡的花蕾/真村澪作; 曲冰熙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- 16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488 (第 1 冊:平裝) 限制級

抖 S 幽魂不讓我睡. 3/朱鷺紫羽作; 盧
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24-2 (PDF) 限制級

來自江戶的穿越武士,其愛撫可行於
令和也。/小此木葉っぱ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434-6 (EPUB) 限制級

抖 S 幽魂不讓我睡. 3/朱鷺紫羽作; 盧
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25-9 (EPUB) 限制級

來者不拒正是男人本性/トビワシオ
作 ; 陳 家 恩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21-8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把爛醉如泥的我狠狠地幹到高潮,人
渣前輩的無情蹂躏/矢後ゆう[作]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403-2 (EPUB) 限制
級

兒時玩伴的後庭高潮調教: 喜歡你到
想要睡走你. 1/いけがみ小 5 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475-8 (EPUB) 限制級

投手丘之花. 5/紫紫丸┴星櫻高中漫
研社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14-1
(EPUB) 普遍級
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/し
めさば原作; 足立いまる漫畫; umo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17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268-8 (第 6 冊:平裝) 普遍級

投手丘之花. 6/紫紫丸┴星櫻高中漫
研社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15-8
(EPUB) 普遍級
投手丘之花. 7/紫紫丸┴星櫻高中漫
研社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16-5
(EPUB) 普遍級
杜鵑婚約/吉河美希作; 澤野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86-7 (第 10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杜鵑婚約. 4/吉河美希作; 澤野凌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

和素顏辣妹揮汗性交: 與素顏及身體
都很純潔的她洗岩盤浴 /Nyakotarou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35-3 (EPUB)
限制級
和愛撒嬌的凱路醬穿著泳裝色色/ひ
なた悠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3 .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067-4 (平裝) NT$200 限制級
夜貓兄弟留宿中!?/Twinkle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30-3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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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貓兄弟留宿中!?/Twinkle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31-0 (EPUB)
普遍級
妳不是說什麼都願意做?和腹黑男友
的危險同居/Konayuki Mashiro[作]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75-2 (EPUB) 限制
級
居家 OL,背後位高潮!還沒進屋就忍
不住出手的外賣 SEX/上原ヨヨギ
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04-9 (EPUB)
限制級
店長想吃的是香甜可口芭娜娜. 1/ふ
み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73-4 (EPUB) 限制
級
怪物王女. 惡夢篇. 2/光永康則作; 游
若琪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05-2 (EPUB) 普遍級
怪物王女. 惡夢篇. 2/光永康則作; 游
若琪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32-8 (PDF) 普遍級
怪獸 8 號. 4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14-3 (PDF)
普遍級
怪獸 8 號. 4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17-4
(EPUB) 普遍級
怕痛的我,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/夕蜜
柑原作; おいもとじろう漫畫; 方郁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6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812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性愛賭注 GP. 1/藤峰式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59-8 (EPUB) 限制級
或然與必然/TEI 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黑白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325-3-7 (EPUB) 限制
級
拉麵狼與咖哩虎. II/エンボス作; 梁
勝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6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829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拒絕同事的告白,意外被撞飛到 ABO
世界/渦井作; 馮鈺婷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2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83-9 (平裝) NT$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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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1-044-5 (PDF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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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1-045-2 (EPUB) 限制
級
明日同學的水手服/博作; 陳秀玫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9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131 (第 8 冊:平裝) 普遍級
明日同學的水手服. 8/博作; 陳秀玫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19-3 (EPUB)
普遍級
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/三河ごーすと
原作; 平岡平漫畫; 郭礎源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8693-5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.- ISBN 978-957-26-8694-2 (第 2 冊:平
裝) NT$130 普遍級
東方 Project 人妖名鑑. 宵闇編/ZUN
作; 霖之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3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28-8 (平裝) 普遍級
東京卍復仇者. 6/和久井健作; 林志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16-1 (EPUB)
普遍級
東京卍復仇者. 7/和久井健作; 林志
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17-8 (EPUB)
普遍級
爸爸與甜點師的焦糖蜜戀/楔ケリ作;
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06-5 (平裝) NT$170 限制級
空母伊吹/川口開治作; 泪紫音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- 20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68-7 (第
7 冊:平裝) 普遍級

空 挺 Dragons/ 桑原太矩作; 林家祥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04-1 (第
12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初戀和婚約/深海魚作; 曲冰熙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- 16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495 (平裝) 普遍級
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. 9/天樹征丸原
作; 佐藤文也漫畫; 陳姿君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723-9 (EPUB) 普遍級
金門衛生兵的非日常= Unusual days
of combined-logistics Kinmen-fieldhospital medic/A 士執筆 .-- 臺北市 : 葉
文傑, 11102 .-- 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43-3 (平裝) 普遍級
金 黃色的朝 霞 THE IDOLM@STER
偶像大師. 2/BNEI,PROJECTiM@S 原
作; まな漫畫; CHIKA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63-9 (EPUB) 普遍
級
金黃色的朝霞 THE IDOLM@STER 偶
像大師/BNEI, PROJECT iM@S 原作;
まな漫畫; CHI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46-2 (第 2 冊:平裝)
普遍級
阿密迪歐旅行記. 上/アボガド 6 著;
林于楟譯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8-2-1
(PDF) 普遍級
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/さき
原作; 彩月つかさ漫畫; Cato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596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. 3/さ
き原作; 彩月つかさ漫畫; Cato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08-1
(EPUB) 普遍級
阿爾蒂. 13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09-0 (EPUB)
普遍級
阿爾蒂. 13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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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35-9 (PDF)
普遍級
雨帥. 5: 滿蒙風雲/艾姆兔作 .-- 臺北
市 : 原動力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59-29-6 (PDF) 普遍級
青春通行證/鬼嶋兵伍作; 小路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63-8 (平裝)
NT$140 限制級
保護過度的大男人/杉原マチコ作;
林玟伶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39-3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前女友突然變成妹妹!?: 瞞著雙親同
居 H/たかみやはいり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436-0 (EPUB) 限制級
前輩,一次就好!/黒豆カヌレ[作]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420-9 (EPUB) 限制
級
後來,我學會如何去愛/ときたほのじ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103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267-1 (第 3 冊:平裝)
限制級
後來,我學會如何去愛. 3/ときたほの
じ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309-8 (EPUB) 普遍級
既然如此,就讓來我守護妳吧: 看門
狗的強硬性愛契約/Banana Nonomori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37-7 (EPUB)
限制級
既然妳什麼都不記得那我想來一發,
可以吧?恣意侵犯爛醉如泥的 OL. 1/
ててるん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79-6 (EPUB)
限制級
既 然 是 朋 友 , 那 就 同 流 合 汙 吧 /Kei
Takat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38-4
(EPUB) 普遍級
星期一的豐滿/比村奇石作; 謝子庭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2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803-8 (第
3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
星期一的豐滿(青版)/比村奇石作; 謝
子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713 (第 2 冊: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星期一的豐滿(青版)/比村奇石作; 謝
子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8045 (第 3 冊: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星期一的豐滿. 1/比村奇石作; 謝子
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14-7 (EPUB)
普遍級
流氓助手用某些方式♡幫助無法畫
出性愛場景的漫畫家/にたこ作;
midori, chu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57-8 (平裝) 限制級
流氓助手用某些方式♡幫助無法畫
出性愛場景的漫畫家(全冊)/にたこ
作; midori, chu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95-0 (EPUB) 限制級
為神明跑腿的那些日子/Angela 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15-0 (PDF)
普遍級
為漣蒼士獻上處女: 來吧,讓我仔細
疼愛妳/Aki Murakami 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439-1 (EPUB) 限制級
相愛相殺/Fe 作; 爬格子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1-271-8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272-5 (第 7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1-273-2 (第 8
冊:平裝) 限制級
相愛相殺. 6/Fe 作; 爬格子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25-8
(EPUB) 普遍級
相愛相殺. 7/Fe 作; 爬格子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26-5
(EPUB) 普遍級
相愛相殺. 8/Fe 作; 爬格子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27-2
(EPUB) 普遍級
相濡以沫: 同屋×愛屋/ゆめみつき
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05-6 (EPUB)
普遍級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799 (第 3 冊:平裝) NT$140 普遍級

紅日之櫻/邱瑞新 Dickey Yau 漫畫 .-新北市 : 天虹, 11102 .-- 143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6-0-4 (精裝)
普遍級

恐怖教授的怪奇課程. 2/石田点漫畫;
Carlo Zen 原作; 陳楷錞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753-6 (EPUB) 普遍級

紅戰士在異世界成了冒險者/中吉虎
吉作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44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50
普遍級

書蟲公主/由唯原作; 喜久田ゆい漫
畫 ; 林 佳 祥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836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957-26-8684-3 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
普遍級

美好的束縛生活/Sasa Sakari 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440-7 (EPUB) 普遍級
背德經紀人/Yukiharu[作]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76-9 (EPUB) 限制級
要 不 要 試 用 那 個 保 險 套 ?: 只 差
0.01mm 的戀情/Aqua Kuryuu[作]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80-6 (EPUB) 普遍級
飛燕草的牢籠/岡本 K 宗澄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3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69-3 (平裝) 限制級
香格里拉.開拓異境: 糞作獵手挑戰
神作/硬梨菜原作; 不二涼介作畫; 江
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73-7 (第 4 冊:
平 裝 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8674-4 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剝掉外表的蓮,暗藏著女孩心。/Ao
Yuk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41-4
(EPUB) 限制級
哥哥最美味的部位/瑞原ザクロ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20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52-2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埃及豔后與鐵十字/真鍋讓治作; 逝
人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3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44-8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埃及豔后與鐵十字. 3/真鍋讓治作;
逝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64-6 (EPUB) 普遍級
夏目的結婚對象/乃木坂太郎作; 吳
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08
136

烙印勇士. 41/三浦健太郎作; 林志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25-3 (EPUB)
普遍級
狼的花嫁. 3/りゆま加奈作; 翁蛉玲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35-2 (EPUB)
限制級
琉璃的寶石/渋谷圭一郎作; 郭子菱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560-1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真正的保健 X 體育/つばさ作; 黃盈
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2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14-0 (平裝) 限制級
破曉之歌/ユノイチカ作; midori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561 (第 1 冊:平裝) 限制級
破曉之歌. 1/ユノイチカ作; midori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97-4 (EPUB)
普遍級
祕婿/芹澤知作; midori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20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55-4 (平裝)
限制級
祕婿(全冊)/芹澤知作; midori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11-7 (EPUB)
限制級
神裝魔法少女怒嚎明月/サイトウケ
ンジ原作; 佐藤ショウジ漫畫; 楊學
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269-5 (第 3 冊:平裝) 限制級

神裝魔法少女怒嚎明月. 3/サイトウ
ケンジ原作; 佐藤ショウジ漫畫; 楊
學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28-9 (EPUB) 普遍級
神籤村: 極致潤澤/大見武士作; 凜峰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64-5 (平
裝) NT$130 限制級
純情小護士和三十公分社長: 令肚子
深處都被徹底滿足的性愛. 1/青井う
え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60-4 (EPUB) 限制
級

高潮迭起兼職內衣女模生活.男大姐
系設計師色情無比的調教!!. 1/志波
ひより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76-5 (EPUB)
限制級
高潮童年玩伴的培育方式/いけがみ
小 5 作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54-6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副社長與我的同居生活=構築愛的小
窩. 1/伊田 hnk, 葉月りゅう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52-9 (EPUB) 限制級

純愛準備/神田猫作; 張芳馨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658-4 ( 平 裝 )
NT$140 限制級

副會長加油加油/ReDrop 漫畫; 林子
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11-9 (平裝) 普遍級

能劇美少年. 19/成田美名子作; 吳美
嬅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36-9 (EPUB)
普遍級

國王排名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4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6-575-5 (第 1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576-2 (第 12
冊:平裝) 普遍級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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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64-3 (PDF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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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65-0 (EPUB) 限制級
*迷途之家的大姊姊. 7/神毛物由宇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54-4 (PDF)
限制級
*迷途之家的大姊姊. 7/神毛物由宇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55-1 (EPUB)
限制級
釘 錘 俠 的 釘 錘 戰 車 ( 黑 白 版 )=
Hammer
man's
hammer
tank(B&W)/Ahpa 故事.作畫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AHPA Comics, 11101 .-- 15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1-09 (第 1 卷:平裝) 普遍級
高跟鞋男子: 帥哥鄰居×純情抖
M/omayu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442-1 (EPUB) 限制級

婚戒物語/めいびい作; 張紹仁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76-8 (第 11
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婚禮大作戰/吉吉(Jiji)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原動力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59-26-5 (EPUB) 普遍
級
專務的癡心愛戀追逐戰!. 1/森千紗,
坂井志緒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80-2 (EPUB)
限制級
彩純對百合風俗有興趣!/伊月クロ作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802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從前很快樂/なかに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103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1-076-6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380 限制級
您好!歡迎光臨別家門市/茉莉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102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8-07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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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歡迎光臨別家門市/茉莉著 .-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38-1-4 (PDF) 普遍級
情有獨鍾粗魯系野蠻女友!: 對我而
言妳是最可愛的她. 1/碓氷サキ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471-0 (EPUB) 限制級
情慾在你面前潰堤～摯友以上、男
友未滿～. 1/畑野かぼ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54-3 (EPUB) 限制級
捲兔的台灣裸湯. 北部篇/捲貓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27-2
(EPUB) 普遍級
啟示錄四騎士/鈴木央作; 林志昌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05-8 (第 5 冊:
平裝) NT$110 普遍級
啟示錄四騎士. 1/鈴木央作; 林志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42-0 (EPUB)
普遍級
殺手寓言/南勝久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6-572-4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573-1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淫靡的精靈深愛著獸人君/一ノ瀬ラ
ンド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3 .-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070-4 (平裝) NT$230 限制級
深夜中的灰姑娘: 一過午夜 12 點就
會 變 成 女 性 的 身 體 /Syou Mizukaga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26-1 (EPUB)
限制級
深夜食堂/安倍夜郎作; 丁世佳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,
11101 .-- 1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61-09-1 (第 24 冊:平裝) NT$240
普遍級
深夜食堂. 24/安倍夜郎作; 丁世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
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1-10-7 (EPUB) 普遍級
現在,微醺中。/縁々作; 吳美嬅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76 面; 18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42-3 (平裝)
NT$140 限制級
甜蜜榨汁日常/SAVAN 作; 熊次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32-7
(EPUB) 限制級
甜蜜榨汁日常/SAVAN 作; 熊次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9-34-1
(PDF) 限制級
甜蜜融化讓妳無處可逃: 老公是溺愛
跟蹤狂/tsugumi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427-8 (EPUB) 限制級
異世界默示錄麥諾格拉: 從毀滅文明
開始征服世界/鹿角フェフ原作; 緑
華野菜子漫畫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17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56-5 (第
1 冊:平裝) 普遍級
異世界默示錄麥諾格拉: 從毀滅文明
開始征服世界. 1/鹿角フェフ原作;
緑華野菜子漫畫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12-8 (EPUB)
普遍級

終 末 的 後 宮 奇 想 曲 /LINK 原 作 ;
SAVAN 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2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600-3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40 限制級
終將成為妳/仲谷鳰作; 張嘉容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96-1
(EPUB) 普遍級
蛇龍的婚姻/東野海作; 加奈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608-9 ( 平 裝 )
NT$140 限制級
被召喚到異世界的我和魔王大人語
言不通. 1/うたしま作; 趙秋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48-2 (EPUB) 普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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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48-3 (PDF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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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49-0 (EPUB) 限制級

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.
8/むらさきゆきや作; 福田直叶漫畫;
尤靜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43-7
(EPUB) 普遍級

這份戀情、請小心輕放!. 1/杉本ふぁ
りな, 若菜モモ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63-5
(EPUB) 限制級

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漫畫精選集:
Darkness. 2/天原原作; Yoshiki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14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558 (平裝) 限制級

這個老師,絕對是故意的。. 1/柚子未
來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44-0 (PDF) 普遍級

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漫畫精選集:
Darkness. 2/天原原作; Yoshiki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13-5
(EPUB) 普遍級
皎潔深宵之月/山森三香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70-6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終末的後宮/LINK, 宵野コタロー作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21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592-1 (第 14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這個老師,絕對是故意的。. 1/柚子未
來作; 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45-7 (EPUB) 普遍級
這個阿宅,以前是個殺手。. 1/Ko-dai
作 ; 江 昱 霖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55-0 (EPUB) 普遍級
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!/いみぎむる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297-8 (EPUB) 普遍級
這個僧侶有夠煩/丹念に發酵作; 黎
維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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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3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43-1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這個僧侶有夠煩. 2/丹念に發酵作;
黎維津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83-7
(EPUB) 普遍級
通往王國之路 從奴隸劍士崛起的英
雄譚/伊藤壽規作; shaunten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9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41-7 (第
1 冊:平裝) 普遍級
通往王國之路 從奴隸劍士崛起的英
雄譚. 1/伊藤壽規作; shaunten 譯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84-4 (EPUB) 普遍級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
的本子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103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1-068-1 (第 5 冊:平裝) NT$200
限制級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11/武井宏之作;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63-5
(EPUB) 普遍級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12/武井宏之作;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64-2
(EPUB) 普遍級
野性風暴: Hold me baby!/黒井モリー
作 ; 翁 蛉 玲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47-8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*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. 1/しおこ
んぶ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51-3
(PDF) 限制級
*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. 1/しおこ
んぶ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52-0
(EPUB) 限制級
野獸都該死/LEE Hyeon-sook 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威向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05-237-9 (第 1 冊:平裝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505-238-6 (第
2 冊:平裝) NT$380 限制級
雪無香. 2/千千夜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16-4 (EPUB) 普遍級
麻雀白蛇求愛論/夏生んな作; 張芳
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08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072 (平裝) NT$150 限制級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07-0
(EPUB) 限制級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24-6 (EPUB)
普遍級
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. 1/Jaki 原作; Yamorichan
漫畫; 郭子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94-9 (EPUB) 普遍級

就如兒島同學所想/新本浦子作; 巫
白白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65-5 (平裝) 限制級

華與樂/阿部あかね作; kyo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2 .-- 176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201 (平裝) 限制級

惡 魔 不 想 上 天 堂 !/Kyoko
Sakurada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77-6
(EPUB) 限制級

菌和鐵/片山あやか作; 吳勵誠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08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23-2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05 普遍級

愉快地和來訪的辣妹盡情愛愛!?/ぷ
ぅ崎ぷぅ奈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1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1-074-2 (平裝) NT$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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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16-7 (PDF)
限制級

渴望碰觸?不渴望?/大槻ミゥ作; 何硯
鈴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3 .-- 187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33-2 (平裝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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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19-8
(EPUB) 限制級

渴望碰觸?不渴望?(全冊)/大槻ミゥ
作 ; 何 硯 鈴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96-7 (EPUB) 限制級

開發後庭: 前列腺高潮影片上傳中.
1/稔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469-7 (EPUB) 限
制級
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. 1/Jaki 原作; Yamorichan
漫畫; 郭子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37-3 (PDF) 普遍級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. 2/Jaki 原作; Yamorichan
漫畫; 郭子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10-6 (EPUB) 普遍級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. 2/Jaki 原作; Yamorichan
漫畫; 郭子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36-6 (PDF) 普遍級
最 強 魔 法 師 的 隱 遁 計 畫 :
The.Alternative/イズシロ原作; 米白
かる漫畫; 何宜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593-8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普遍級
最愛的差勁戀人/伊藤にゅうし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66-9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喪家犬 ROCK/タクミユウ[作]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422-3 (EPUB) 普遍級
單人房、日照一般、附天使。
/matoba 作; 李其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85-3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30 普遍級
喬瑟與虎與魚群/繪本奈央角色原案.
漫畫; 田邊聖子原作; 「喬瑟與虎與
魚群」製作委員會監修; 小鐵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空文化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95272-3-6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272-4-3 (下
冊:平裝) 普遍級
尋因異聞錄.椿. 17/川下寛次作; 和靜
清寂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

無法抑制的費洛蒙!?: 上司突然化身
為野獸/Riyu Yamakami 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444-5 (EPUB) 限制級
無限快樂瘋狂做愛地獄(我們是耽美
漫男主角?別冊)/腰オラつばめ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472-7 (EPUB) 限制級
無論高潮多少次佐藤君都不願放開
我: 手指和舌頭,妳更喜歡哪個?/玄野
さわ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08-7
(EPUB) 限制級
短跑女神/原田重光原作; karoti 漫畫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88-1 (第 7 冊:平裝) NT$130 限制級

雄性世界/中川カネ子作; 曾怡華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34-5 (EPUB) 限制
級
黃金神威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譯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- 20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67-0 (第 25
冊:平裝) 普遍級
黃金覆盆莓/持田秋作; 黃瀞瑤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89-1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黑色五葉草/田畠裕基作; 趙秋鳳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97-6 (第 31
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
絕命制裁 X/佐藤ショウジ作; 楊學斌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16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1-270-1 (第 23 冊:平裝) 限制級

黑岩目高不把我的可愛放在眼裡/久
世蘭作; 許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16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582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
普遍級

絕命制裁 X. 23/佐藤ショウジ作; 楊
學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29-6 (EPUB) 普遍級

黑婚: Black Marriage. 1/藍川沙季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40-2 (PDF) 普遍級

給不滅的你. 16/大今良時作; 林志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
黑婚: Black Marriage. 1/藍川沙季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
139
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41-9 (EPUB) 普遍級

ISBN 978-626-322-386-8 (EPUB) 普遍
級

11102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586-0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黑婚: Black Marriage. 2/藍川沙季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42-6 (PDF) 普遍級

極樂鳥日子/はらだ作; 澤野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6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90-4 (第 3 冊:
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黑婚: Black Marriage. 2/藍川沙季作;
蘇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43-3 (EPUB) 普遍級

溫泉旅館小老闆不讓我回家!/鳥葉ゆ
うじ作; 馮鈺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709-3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
運動會上的緊密色情練習!: 老師,體
操褲被扒開插進去了.../一本杭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429-2 (EPUB) 限制
級

黑 辣 妹 後 宮 學 校 / 双 龍 作 ; shaunte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15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342-4 (第 3 冊:平裝) 限制級

獅子藏匿的書屋/小島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2 .-- 19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23-4 (第 2
冊:平裝) 普遍級

黑辣妹後宮學校. 3/双龍作; shaunten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85-1 (EPUB)
限制級

獅子藏匿的書屋. 2/小島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59-28-9 (EPUB) 普
遍級

催眠麥克風: Division Rap Battle: side
F.P & M. 第 二 部 /EVIL LINE
RECORDS 原作; 城キイコ漫畫; 尤靜
慧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62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
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
淫靡願望. 5, 嘗嘗穿著情色服裝的純
情婊姊妹丼吧/武田あらのぶ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103 .-- 7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75-9 (平裝)
NT$380 限制級

嫁入狼族的新娘. 1/秋久テオ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461-1 (EPUB) 限制級

經紀人小姐，今晚別想回家!. 1/楠チ
ロ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58-1 (EPUB) 限制
級

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/アズマサワヨ
シ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298-5 (EPUB) 普遍級
愛我,直達深處/百瀬あん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49-9 (EPUB)
限制級
惹禍上身的我償還 3000 萬元債務的
方法/Namio Hanasawa 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428-5 (EPUB) 限制級
新娘說了如泡沫般的謊言/京町妃紗
作; 柚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51-8 (平裝) 普遍級

聖劍學院的魔劍使. 1/志瑞祐原作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12-3
(EPUB) 普遍級
葬送的芙莉蓮/山田鐘人原作; アベ
ツカサ漫畫; 里歐貝萊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805-2 (第 6 冊:平裝首刷
限定版) NT$240 普遍級
葬送的芙莉蓮. 4/山田鐘人原作; 阿
部司漫畫; 里歐貝萊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8726-0 (EPUB) 普遍級

新網球王子/許斐剛作; 依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86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40-0 (第
30 冊:平裝) 普遍級

跟我 SEX 吧,大嫂!出賣肉體給小叔
的我,今天也被迫高潮到天亮.... 1/三
顕人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482-6 (EPUB) 限
制級

新網球王子. 30/許斐剛作; 依文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

路執事的危險工作/佐崎いま+高瀬
ろく作; 布丁媽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40

隔壁自甘墮落的大姊姊們毫無防
備!?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103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1-072-8 (平裝) NT$300 限
制級
隔壁的妖怪鄰居/noho 作; 蔡夢芳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08-6 (第 1 冊:
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徹夜之歌/琴山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680-5 (第 3 冊:平裝)
NT$100 普遍級
徹夜之歌. 1/琴山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754-3 (EPUB) 普遍級
演 員. 步 / 村上キャン プ作 ; 魏嫚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66-2 (平裝) 限制級
滿是處女的房間: 宅宅的我與班上辣
妹們交歡的故事/ビフィダス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103 .-- 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71-1 (平裝)
NT$240 限制級
監獄漫畫家. 2/謬齡大叔作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617-1 (EPUB) 普遍級
*睡美人. I+II/松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50-6 (PDF) 限制級
*睡美人. I+II/松河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1-053-7 (EPUB) 限制級
福星小子(完全版)/高橋留美子作; 平
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4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5823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583-0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16-584-7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16-585-4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16-586-1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16-587-8 (第 6 冊:平

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588-5 (第 7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589-2 (第 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-590-8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16591-5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管他愛不愛,XX 借我就對了/木下ネ
リ作; 趙聖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60-7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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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931-7 (平裝) NT$330 普
遍級
與你共度今夜. 第一章/木下けい子
作; K.T.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90-1 (EPUB) 普遍級
與你共度今夜. 第一章/木下けい子
作; K.T.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23-6 (PDF) 普遍級
與你共度今夜. 第二章/木下けい子
作; K.T.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93-2 (EPUB) 普遍級
與你共度今夜. 第二章/木下けい子
作; K.T.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24-3 (PDF) 普遍級
與你共度今夜完/木下けい子作; K.T.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13-7
(EPUB) 普遍級
與你共度今夜完/木下けい子作; K.T.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25-0
(PDF) 普遍級
與你抓住最後一個機會/三池ろむこ
作; 何硯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103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34-9 (平裝) 限制級
與你抓住最後一個機會(全冊)/三池
ろむこ作; 何硯鈴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99-8 (EPUB) 限制級
與忠犬男友的相愛步驟/水名瀨雅良
作; 野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 ; 公 分 .-- ISBN
0001641189130 (EPUB) 限制級

與忠犬男友的相愛步驟/水名瀨雅良
作; 野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38-0 (PDF) 限制級
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481-9 (EPUB) 限制
級

與雪女同行吃蟹/Gino0808 作; 蔡妃
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720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 限制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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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50-1 (第 5 冊:平裝) 普遍級

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/大間九
郎原作;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; 吊木
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2 .-- 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17-1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
蝙蝠俠: 致命玩笑(典藏版)= Batman:
the killing joke/艾倫.摩爾(Alan Moore)
執筆; 布萊恩.伯蘭(Brian Bolland)作畫;
劉維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
化, 11103 .-- 9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4-127-8 (精裝) NT$650 普
遍級

說愛我太沉重/新田祐克作; 陳姿君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57-7 (平
裝) NT$140 限制級
銀河鐵道 999(典藏版)/松本零士著;
洪子喬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6-5519 (全套:精裝) 普遍級
噗咻噗咻潮水四濺/いつつせ作;
HAKU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31-0 (EPUB) 限制級
噗咻噗咻潮水四濺/いつつせ作;
HAKU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紳士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9-33-4 (PDF) 限制級
歐派百合漫畫精選集/昆布わかめ,
香川悠作, 伊藤ハチ, ぐう, 焔すばる,
えんど, 九郎, majoccoid, 館田ダン,
はちこ, 結野ちり, 甘露アメ, ひさぎ,
如月瑞+Doggy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103 .-- 20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1-258-9 (平裝) 限制
級
歐派百合漫畫精選集/昆布わかめ,
香川悠作, 伊藤ハチ, ぐう, 焔すばる,
えんど, 九郎, majoccoid, 館田ダン,
はちこ, 結野ちり, 甘露アメ, ひさぎ,
如月瑞+Doggy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314-2 (EPUB) 普遍級
熱情小白兔和俠義大熊/大月クルミ
作 ; 趙 秋 鳳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1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48-5 (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獎勵就該溺愛式。: 犬系男友討拍法
讓人害羞到不要不要的. 1/真純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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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府七忍/山口貴由作; 洪兆賢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19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394 (第 9 冊:平裝) 普遍級
衛府七忍. 9/山口貴由作; 洪兆賢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87-5 (EPUB) 普遍
級
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R/中原亞
矢作; 優希米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6452-5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00-6453-2 (第 6 冊:平裝) 普遍級
誰叫他如此可愛,還生了 2 個孩子/猫
田リコ作; 趙聖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739-0 ( 平 裝 首 刷 限 定 版 )
NT$180 限制級
誰說沒有惡役令孃路線?/ぷにちゃ
ん原作; あさ ここの漫畫; 許任駒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7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67-6 (第
1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賢者如星/依歡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379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8638-6 (第 6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普
遍級
魅魔同居生活. 總集篇. III/笹森トモ
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10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438 (平裝) NT$580 限制級
*魅魔同居生活. 總集篇. III/笹森トモ
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56-8 (PDF)
限制級
*魅魔同居生活. 總集篇. III/笹森トモ
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57-5
(EPUB) 限制級
*魅魔的速食性愛. 小短篇/関谷あさ
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46-9 (PDF)
限制級
*魅魔的速食性愛. 小短篇/関谷あさ
み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1-047-6
(EPUB) 限制級
墨厭/小 G 漫畫; 食夢蟹編劇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012 .-- 208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258 (上卷: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墨厭. 上卷/食夢蟹原作; 小 G 瑋漫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19-637-2 (EPUB) 普遍級
墨厭. 上卷/小 G 瑋漫畫; 食夢蟹編
劇 .-- 臺北市 : 原動力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9-30-2 (PDF)
普遍級
學生領袖的箱庭/左藤さなゆき作;
林均鎂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631-7 (第 1 冊:
平 裝 ) 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8632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 限制級
學園奶爸. 19/時計野はり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40-6 (EPUB)
普遍級
戰士黑豹(復刻版)= Warrior panther/
鄭問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
11104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780-09 (第 2 冊:平裝) NT$550 .-- ISBN 978626-95780-1-6 (第 2 冊:精裝) NT$1500
普遍級
戰火焚城/邱瑞新作 .-- 新北市 : 天虹,
11102 .-- 16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16-1-1 (第 1 冊:精裝) 普遍級
戰隊大失格. 1/春場葱作; 江昱霖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11-6 (EPUB) 普遍
級
擅長捉弄人的(前)高木同學/山本崇
一朗作; 稻葉光史漫畫; 泪紫音譯 .--

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- 14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66-3 (第
7 冊:平裝) 普遍級
擅長逃跑的殿下/松井優征作; 陳姿
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8704-8 (第 1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705-5 (第
2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26-8706-2 (第 3 冊:平裝) NT$100 .-ISBN 978-957-26-8707-9 (第 4 冊:平裝)
NT$100 普遍級

978-626-316-559-5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
級
遺產偵探/西荻弓絵原作; 幾田羊漫
畫 ; 吳 勵 誠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43-0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普遍級
彌達斯的觸摸/上原あり作; 藤崎ス
グル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3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65-6 (平裝) 限制級

擁 抱 憧 憬 之 人 的 那 天 /Narou
Shiozaki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74-5
(EPUB) 限制級

糟糕的你最棒了/時羽兼成作; 風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354-7 (平裝) 限制級

機動戰士 MOON 鋼彈/虎哉孝征漫畫;
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103 .-- 22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253-4 (第 5 冊:平裝) 普遍
級

糟糕的你最棒了(全冊)/時羽兼成作;
風花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00-1
(EPUB) 限制級

機動戰士鋼彈 MSV-R 強尼.萊汀的
歸 來 / 富 野 由 悠 季 原 作 ; Ark
Performance 漫畫; 王榮毅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16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54-1 (第
21 冊:平裝) 普遍級
激動式愛的裏療/架月もな, 加藤文
果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貳拾二點有
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68-1-5 (EPUB) 普遍級
燄凰: 凝秦遺夢. 18/吳柔萱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32-7 (PDF)
普遍級
燄凰: 凝秦遺夢. 18/吳柔萱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33-4 (EPUB)
普遍級
獨自一人無法度過長夜/松基羊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17-2 (EPUB) 限制
級
螢光幕: screen/村上キャンプ作; 魏嫚
秀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南 市 : 長 鴻 ,
11103 .-- 208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626-00-6467-9 (平裝) 限制級
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/松本ひで吉原
作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103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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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之就是很可愛/畑健二郎作; 柯冠
廷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3 .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569-4 (第 15 冊:平裝) 普遍級
隱瞞背後的祕密/こうじま奈月漫畫;
小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2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19-5 (平裝) 限制級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世界了/あし原作; 内々けやき漫畫;
某 Y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38-7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
世界了. 2/あし原作; 内々けやき作;
某 Y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14-8
(EPUB) 限制級
斷緣 α 想與我結為伴侶/やごとき智
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21-6 (EPUB)
限制級
藍色時期. 9/山口飛翔作; Niva 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15-4 (EPUB) 普遍
級
蟲與歌: 市川春子作品集= 虫と歌/市
川春子著; 謝仲庭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臉譜, 11104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5-086-7 ( 平 裝 )
NT$300 普遍級

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
壞人大小姐/山口悟原作; ひだかな
み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22-329-5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22-330-1 (第 6 冊:平裝特別版)
普遍級
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
壞人大小姐. 6/山口悟作; ひだかな
み插畫; 霖之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88-2 (EPUB) 普遍級
騎乘之王. 6/馬場康誌作; 陳姿君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56-7 (EPUB) 普遍
級
瀕 死 少 年 的 愛 之 啼 鳴 /Isono
Funa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82-0
(EPUB) 限制級
藤子.F.不二雄大全集: 超能力魔美/
藤子.F.不二雄作; kimi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36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37-0 (第 3 冊:
平裝) 普遍級
關於高嶺之花的坂井小姐,每晚的性
幻想對象。/SASAKI Saki 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430-8 (EPUB) 普遍級
願 夢醒後也 有你相 伴 / キラト瑠香
[作]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10-0 (EPUB)
限制級
寶石商人理察的謎鑑定. 1/辻村七子
原作; 林玟伶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30-7 (EPUB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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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9-108-9 (第 4 冊:平裝) 普遍級
觸摸你的夜晚/もりもより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18-9 (EPUB) 限制級
屬於我們的湛藍軌跡: 湛藍色的愛戀.
番外篇/市川けい作; 小綠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2 .-- 16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225 (平裝) 限制級

櫻 花. 綻 放。 / 咲坂伊緒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584-6 (第
1 冊:平裝) NT$100 普遍級
霸道少爺捕獲胖妞一枚要製造結晶
了。. 1/ごうま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478-9 (EPUB) 限制級
驀然回首/藤本樹作; 林志昌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44 面; 17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695-9 ( 平 裝 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8766-6 (平
裝首刷限定版) NT$160 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45-1 (EPUB)
普遍級
讓強勢直男高潮的方法/Nabeki[作]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373-8 (EPUB) 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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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75-8 (EPUB) 限制級
堀與宮村. 16/HERO 原作; 荻原ダイ
スケ漫畫; 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406-3 (EPUB) 普遍級

魔王陛下,請和我結婚. 1/池内たぬま
作 ; 王 杉 珊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47-5 (EPUB) 普遍級

歌川國芳江戶浮世錄/崗田屋愉一作;
郭 台 晏 譯 .-- 新 北 市 : 黑 白 文 化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25-4-4 (EPUB) 普遍級

魔王難為. 10/蔡鴻忠漫畫; 紅淵原
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801-4 (EPUB)
普遍級

小說及雜文

魔鬼也能用情慾收買. 1/高見乙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474-1 (EPUB) 限制級
聽我的電波吧/沙村廣明作; 江昱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89-8 (第
9 冊:平裝) NT$130 普遍級
戀上換裝娃娃/福田晋一作; 王杉珊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73-4 (第
8 冊:平裝特裝版) NT$240 普遍級
戀愛♥週末的寄宿家庭: 臨門一腳
的愛戀/水谷愛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- 168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54-9 (平
裝) 普遍級
戀愛感情論/相葉キョウコ作; 張芳
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789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210
限制級

<Infinite Dendrogram> -無盡連鎖-. 17.
白貓搖籃/海道左近作; 黃則霖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81-9 (平裝) .- ISBN 978-957-26-8782-6 (平裝首刷
限定版) 普遍級
86-不存在的戰區. Ep.10, Fragmental
neoteny/安里アサト作; 可倫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15-9
(EPUB) 普遍級
*俥馬炮. 下冊/田歌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30-4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俥馬炮. 上冊/田歌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44-1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俥馬炮. 中冊/田歌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43-4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戀獄都市/俵京平作; 風間鈴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957-26-8669-0 (第 4 冊:平
裝) NT$130 限制級

*俥馬炮. 第一冊/柳殘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2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戀與心臟. 2/海道ちとせ作; 吳美嬅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
E.P.2. 兼愛篇/何曼莊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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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5-5-0 (EPUB)
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62-6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2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E.P.3. 格差篇/何曼莊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5-6-7 (EPUB)
普遍級

*一劍半招. 上冊/蘭立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1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*九重天. 中冊/陳文清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3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el tao de la poesía: teoría de la
experiencia poética/Rachid Lamarti .-primera edición .-- 臺中市 : 佳台書店,
11101 .-- 20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98-0-0 (平裝) 普遍級

*一劍寒山河. 下冊/司馬紫煙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66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二級玩家(博客來獨家限量雙書封
版)/恩斯特.克萊恩(Ernest Cline)作; 黃
鴻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81-4 (EPUB) 普遍級

Fairy Tale 幻想編年史: 不懂察言觀色
的異世界生活. 10/埴輪星人作; ricci
插畫; 黃則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57-4 (EPUB) 普遍級
Legend 魔獸師傳說. 9/神無月紅作; 陳
士晉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09-6
(EPUB) 普遍級
ReLIFE 重返 17 歲. 4/夜宵草原作; 蒔
田陽平小說; 貓頭鷹翻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367-7 (EPUB) 普遍級
ReLIFE 重返 17 歲. 5/夜宵草原作; 蒔
田陽平小說; 貓頭鷹翻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2-409-4 (EPUB) 普遍級
Spectrum of solace/ire 作 .-- 2 版 .-- 臺
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372-174-1
(EPUB)
NT$200 普遍級
Unnamed Memory 無名記憶. III, 立誓
永恆的盡頭/古宮九時作; 陳柏伸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97-0 (平裝)
普遍級
Ω 高級娼館 羅尼男爵和他的月亮/
古川ふみ作; 林均鎂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102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587-7 (平裝) NT$140 限
制級
一房兩廳三人行. 4, 三個結局,即為四
人的未來/福山陽士作; 陳士晉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16-6
(EPUB) 普遍級
*一劍半招. 下冊/蘭立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
*一劍寒山河. 上冊/司馬紫煙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95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一劍寒山河. 中冊/司馬紫煙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65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七絕掌. 下冊/春蠶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08-3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七絕掌. 上冊/春蠶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9-8 (PDF)
NT$300 普遍級
九星之主/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燕文創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11-578-1 (第 45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579-8 (第 46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804 (第 4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581-1 ( 第 48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82-8 (第
4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83-5 (第 50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606-1 (第 51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6078 (第 5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608-5 ( 第 53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609-2 (第
5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610-8 (第 55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611-5 (第 56 冊:平
裝) NT$180 普遍級
*九重天. 下冊/陳文清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4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九重天. 上冊/陳文清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144

人生若只如初見/徐磊瑄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5-624-6 (EPUB) 普
遍級
人族鎮守使/白駒易逝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314-8 (第 1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15-5 (第 1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67-4
(第 1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68-1 (第 1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369-8 (第 1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25-370-4 (第 19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371-1 (第 20 冊:平裝) 普
遍級
*八劍平蠻/毛聊生作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73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十面觀音. 第一冊/白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47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十面觀音. 第二冊/白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48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三坪房間的侵略者!?/健速作; 何宜叡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96-3 (第
37 冊:平裝) 普遍級
*三俠鬥狼山. 下冊/避秦樓主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96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三俠鬥狼山. 上冊/避秦樓主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10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上古守則的魔法騎士/羊太郎作; 劉
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857 (第 2 冊:平裝) 普遍級
大魏聖主/七月未時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355-1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56-8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57-5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58-2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. 6/三嶋与夢作; 王啟華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2-368-4 (EPUB) 普遍級
*女俠碧雲娘. 下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75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女俠碧雲娘. 上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70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5-7-9
(EPUB) NT$200 普遍級

ISBN 978-626-316-495-6 (EPUB) 普遍
級

小坐關東煮/昨天 KiNO 作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一木工作室, 11102 .-- 31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32-9-5 (平
裝) NT$320 普遍級

不適合交換殺人的夜晚(全新插畫
版)/東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6-514-4 (PDF) 普遍級

小書痴的下剋上: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
員不擇手段!. 第五部, 女神的化身. I/
香月美夜著; 許金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847-5 (PDF) 普遍級

丹葉飄零. 第一冊/慕容菡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06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小書痴的下剋上: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
員不擇手段!. 第五部, 女神的化身. II/
香月美夜著; 許金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859-8 (PDF) 普遍級
小船兒上的天窗: 大時代的小城故事
1954-2016/馬文海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25-3 (EPUB) 普遍級
小說拾光/黃秋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九歌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0-411-4 (EPUB) 普遍級

*子午劍. 第一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03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小說家者流/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39-0 (EPUB)
普遍級

*子午劍. 第二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19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小閣老/三戒大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77-6 (第 78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00-1 (第 7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26-1 (第 80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63-6
(第 81 冊:平裝) 普遍級

*子午劍. 第三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25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子午劍. 第五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97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子午劍. 第四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01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小老公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
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85-6-2 (EPUB) NT$280 普
遍級
*小老公之等待的愛情/羅川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郵 : 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

*丹葉飄零. 第二冊/慕容菡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64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丹葉飄零. 第三冊/慕容菡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90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. 6/八ツ橋皓
作 ; 黃 品 玟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2-369-1 (EPUB) 普遍級
厄里斯的聖杯. 3/常磐 くじら作; 賴
詠新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70-7
(EPUB) 普遍級
*天下第二刀. 第一冊/白丁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49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天下第二刀. 第二冊/白丁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50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山城畫蹤/喬一樵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原創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25-6-5 (EPUB) 普遍
級

*天下第二刀. 第三冊/白丁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51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不惑之戀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
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14-2-0 (EPUB) NT$200 普
遍級

*天山一劍. 第一冊/紫雲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86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不需要溫柔的愛/羅川作 .-- 初版 .-高雄郵 : 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4-0-6 (EPUB)
NT$200 普遍級

*天山一劍. 第二冊/紫雲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71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不適合交換殺人的夜晚(全新插畫
版)/東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

*天山一劍. 第三冊/紫雲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70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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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天山一劍. 第四冊/紫雲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38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天魔令. 第一冊/雲中鶴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83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少女不十分(全新插畫版)/西尾維新
作; 林香吟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15-1 (PDF) 普遍級

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. 3, 對了,
就來賣國吧/鳥羽徹作; 劉仁倩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60-4 (EPUB) 普遍
級

*天魔令. 第二冊/雲中鶴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39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少年一推理事件簿. 1, 再見青鳥. 上/
翁裕庭作; 步烏＆米巡繪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447-4 (EPUB) 普遍
級

天丹虎飛 黃金小鎮黃金心/黃文海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32-0 (PDF) 普遍級
*天馬魂. 第一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54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馬魂. 第二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55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馬魂. 第三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92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馬魂. 第四部/東方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24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雷怪劍. 第一冊/公孫玉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15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雷怪劍. 第二冊/公孫玉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13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雷怪劍. 第三冊/公孫玉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99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雷怪劍. 第四冊/公孫玉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85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天鵝與蝙蝠/東野圭吾著; 王蘊潔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-3850-5 (PDF)
NT$406 普遍級

*天魔令. 第三冊/雲中鶴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14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魔令. 第四冊/雲中鶴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41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天魔卷. 第一冊/蕭逸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0-5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天魔卷. 第二冊/蕭逸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9-8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天魔卷. 第三冊/蕭逸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5-0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天魔卷. 第四冊/蕭逸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57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太乙/霧外江山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547-7 ( 第 2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48-4 (第
28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49-1 (第 29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550-7 (第 30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6122 (第 31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613-9 ( 第 32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614-6 (第
33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615-3 (第 34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616-0 (第 35 冊:平
裝) NT$180 普遍級
少女不十分(全新插畫版)/西尾維新
作; 林香吟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96-3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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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懷天下: 逆天少夫人/荏君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72-7
(EPUB) NT$230 普遍級
*水龍吟. 第一冊/武陵樵子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1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水龍吟. 第二冊/武陵樵子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2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水龍吟. 第三冊/武陵樵子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3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世紀末書商. 2/八千子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76-4 (EPUB)
普遍級
世紀末書商. 3/八千子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78-8 (EPUB)
普遍級
仙道方程式/任怨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589-7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590-3 (第
18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591-0 (第 19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592-7 (第 20 冊:平
裝) NT$190 普遍級
仙藥大亨/寂寞我獨走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279-0 (第 2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03-2 (第 2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31-5
(第 2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83-4 (第 2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384-1 (第 28 冊:平裝) 普遍級

仙靈傳奇. 5, 玉使/陳郁如文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177-5
(EPUB) 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77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出町柳/小村聿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05-5 (EPUB) 普遍級

失格紋的最強賢者: 世界最強的賢者
為了變得更強而轉生了. 3/進行諸島
作; 偽善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59-8
(EPUB) 普遍級

*北派青萍劍. 第一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72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失控的照護/葉真中顯著; 張宇心譯 .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16-7-0 (PDF) NT$360 普遍級

*北派青萍劍. 第二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86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失控的照護/葉真中顯著; 張宇心譯 .- 增訂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16-8-7 (EPUB) NT$360 普遍級

*北派青萍劍. 第三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78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巧戲龍心/凌霄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500-0 (EPUB) 普遍級

半仙闖江湖/客居仙鄉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270-7 (第
108 冊:平裝) 普遍級
*古瑟哀絃. 下冊/郎紅浣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1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古瑟哀絃. 上冊/郎紅浣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9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古瑟哀絃. 中冊/郎紅浣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0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四海英雄傳. 第一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69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四海英雄傳. 第二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80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四海英雄傳. 第三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79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四海英雄傳. 第四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

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零/白米良作;
林佳祥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806-9 (第 6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-8807-6 (第 6
冊: 平裝 首刷 限定版 ) .-- ISBN 978957-26-8808-3 (第 6 冊:平裝豪華首刷
限定版) 普遍級
末日.魔女: 致飽食時代的(最強)者們
/鎌池和馬作; 劉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780-2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
級
*玄都劍. 第一冊/風雨樓主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41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玄都劍. 第二冊/風雨樓主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42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玄都劍. 第三冊/風雨樓主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43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玄龍傳說/百分之七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351-3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52-0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53-7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54-4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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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玉面修羅. 第二冊/柳殘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33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面修羅. 第三冊/柳殘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84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狸長虹. 第一冊/春蠶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34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狸長虹. 第二冊/春蠶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8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狸長虹. 第三冊/春蠶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49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狸長虹. 第四冊/春蠶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37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壺天. 第一冊/武陵樵子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8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壺天. 第二冊/武陵樵子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3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壺天. 第三冊/武陵樵子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64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壺天. 第五冊/武陵樵子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2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壺天. 第四冊/武陵樵子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8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劍霜容. 第一冊/雪雁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55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劍霜容. 第二冊/雪雁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4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40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玉劍霜容. 第三冊/雪雁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0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3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25-295-0 (第 137 冊:
平裝) 普遍級

*玉鎖劫. 第一冊/筱秋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67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324-7 ( 第 138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626-325-359-9 (第 13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78-0 (第 140
冊:平裝) 普遍級

*玉鎖劫. 第二冊/筱秋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6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玉鎖劫. 第三冊/筱秋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5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用地圖編輯器亂改異世界的我,是不
是稍微有點超過. 3/非瓴作者; 傑萊
特(ZELITTO)插畫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61-1 (EPUB) 普遍級
目標萬聖節/佐納作 .-- 臺南市 : 涵集
工作室, 11102 .-- 13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208-1-7 ( 平 裝 )
NT$250 限制級
*石破天驚錄. 第一冊/齊東野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63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石破天驚錄. 第二冊/齊東野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32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石破天驚錄. 第三冊/齊東野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98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石破天驚錄. 第五冊/齊東野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58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石破天驚錄. 第六冊/齊東野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16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石破天驚錄. 第四冊/齊東野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
地下紫禁城. I, 迷宮/簡千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22-9
(EPUB) 普遍級
地下紫禁城. I, 迷宮/簡千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23-6 (PDF)
普遍級
地下紫禁城. II, 邪靈/簡千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30-4
(EPUB) 普遍級

全知讀者視角. 3/sing N song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星巡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143-8-1
(EPUB) 普遍級

地下紫禁城. II, 邪靈/簡千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31-1 (PDF)
普遍級

*冰河雙星. 第一部/鳴雷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57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地下紫禁城. III, 還魂/簡千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32-8
(EPUB) 普遍級

*冰河雙星. 第二部/鳴雷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02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地下紫禁城. III, 還魂/簡千艾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33-5 (PDF)
普遍級

*冰河雙星. 第三部/鳴雷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60-1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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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4: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
命運/美紅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610-2 (EPUB) 普遍級

*冰原碧血錄. 第一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68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冰原碧血錄. 第二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88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冰原碧血錄. 第三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83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同年/夏昀光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聯
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2-170-3 (EPUB) NT$320 普
遍級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. 8/ざ
っぽん作; 李君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317-3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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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想趕快成為名偵探(全新插畫版)/
東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491-8 (EPUB) 普遍級
好想趕快成為名偵探(全新插畫版)/
東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16-8 (PDF) 普遍級
如果它流血/史蒂芬.金(Stephen King)
著; 楊沐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冠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3-3853-6 (PDF) 普遍級
如果我有勇氣失去你/原子邦妮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715-1 (EPUB)
普遍級
*宇宙畸人. 第一冊/司馬青衫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80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宇宙畸人. 第二冊/司馬青衫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59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宇宙畸人. 第三冊/司馬青衫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65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朱顏血.海棠. 1/寒江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6-8 (EPUB) NT$125 普
遍級
朱顏血.海棠. 2/寒江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7-5 (EPUB) NT$125 普
遍級
死亡或受洗= Death or baptism/佐納
作 .-- 臺南市 : 涵集工作室, 11102 .-12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208-0-0 (平裝) NT$250 限制級
*死城. 第一冊/陳青雲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36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死城. 第二冊/陳青雲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95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死城. 第三冊/陳青雲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04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死城. 第四冊/陳青雲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01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江湖劫. 第一冊/摩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23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江湖劫. 第二冊/摩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22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江湖劫. 第三冊/摩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21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江湖劫. 第四冊/摩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20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百鬼夜行. 6, 玉山小飛俠/笭菁作 .-臺北市 : 嗨森數位文創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8605-76-3
(EPUB) 普遍級
*百鬼夜行卷. 6, 黃色小飛俠/笭菁
著 .-- 新北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8-15-3
(PDF) 普遍級
竹掃帚博士/圓角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27-7 (EPUB) 普遍級
羊蹄爾森的奇幻小鎮/唯然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24-5 (PDF)
普遍級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. 15/りゅらせ
んひろつぐ作; 李殷廷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2-424-7 (EPUB) 普遍
級
*血光魔影. 下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54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光魔影. 上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61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光魔影. 中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69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海騰龍. 下冊/雪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7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海騰龍. 上冊/雪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62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海騰龍. 中冊/雪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50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神. 下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4-3 (PDF)
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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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血神. 上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05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血神. 中冊/孤獨生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94-9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血笛殘旗. 下冊/陽蒼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56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笛殘旗. 上冊/陽蒼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92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路. 下冊/東方英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74-8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血路. 上冊/東方英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72-4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血路. 中冊/東方英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73-1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血劍留痕. 第一冊/陳青雲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9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劍留痕. 第二冊/陳青雲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61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劍留痕. 第三冊/陳青雲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53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血劍留痕. 第四冊/陳青雲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51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西域飛龍記. 第一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94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西域飛龍記. 第二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2-10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西域飛龍記. 第三冊/毛聊生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2-08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. 2/長岡マ
キ子作; Shaunte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318-0 (EPUB) 普遍
級
你好!我厄洛斯精靈/利米著 .-- 2 版 .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75-8 (EPUB)
NT$200 普遍級
你的右手有蜂蜜香/片岡翔作; 黃涓
芳 譯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12-0 (EPUB) 普遍級
你的右手有蜂蜜香/片岡翔作; 黃涓
芳 譯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尖 端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28-1 (PDF) 普遍級
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!?. 3/望公
太作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319-7 (EPUB) 普遍級
冶金者/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534-5 (EPUB) 普遍
級
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/猿渡風
見作; 林意凱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7833 (第 5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8784-0 (第 5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
遍級
*君臨天下. 下冊/上官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7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君臨天下. 上冊/上官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5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君臨天下. 中冊/上官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6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告白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 製肉
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14-3-7 (EPUB) NT$200 普遍級
告 白 預 演 系 列 . 13, 東 京 Summer
Session/HoneyWorks 原案; 香坂茉里
作; 咖比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320-3 (EPUB) 普遍級
告白預演系列. 14, 告白執行委員會
青春 偶像系列 羅密歐 /HoneyWorks
原案; 香坂茉里作; 咖比獸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21-0
(EPUB) 普遍級
妖怪料亭. 3/微混吃等死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81-8
(EPUB) 普遍級
完全犯罪需要幾隻貓?(全新插畫版)/
東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498-7 (EPUB) 普遍級
完全犯罪需要幾隻貓?(全新插畫版)/
東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18-2 (PDF) 普遍級
完全迴避補師的異世界軌跡. 2/ぷに
ちゃん作; 王仁鴻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611-9 (EPUB) 普遍級
巫者/蒔舞作; 蕭定睿朗誦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平心出版, 11101 .-- 約 743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4-421-7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50 普遍級
我在大乾修長生/蕭舒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323-0 (第 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49-0 (第 6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50-6 (第 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75-9
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76-6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377-3 (第 10 冊:平裝) 普遍級
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。/海空りく
作 ; 吳 天 立 譯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7925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8793-2 (第 3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普
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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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所不存在的未來/楓雨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58-18-3 (EPUB) 普
遍級
我的女友是老師. 7/鏡遊作; 陳柏伸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68-0 (EPUB)
普遍級
我的幸福婚約. 五/顎木あくみ著; 許
婷婷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30-2 (EPUB) 普遍級
我的網婆是超人氣偶像: 冰山美人的
她在現實世界也想當我老婆/あボー
ン作; 黃健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7994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8800-7 (第 1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 普
遍級
我們需要死亡遊戲的原因/持田冥介
著; 林佩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
冠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3-3854-3 (PDF) 普遍級
我討厭的偵探(全新插畫版)/東川篤
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499-4 (EPUB) 普遍級
我討厭的偵探(全新插畫版)/東川篤
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19-9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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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77-1 (EPUB)
普遍級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278-3 (第 69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301-8 (第 70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64-3 (第 7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82-7 (第 72
冊:平裝) 普遍級
投資一定有風險. 上/本生燈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3-8-3
(EPUB) 普遍級
*沙漠客. 第一冊/古如風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4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沙漠客. 第二冊/古如風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5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沙漠客. 第三冊/古如風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6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災難觀光團: 命懸一線的旅程即將出
發/尹高恩著; 簡郁璇譯 .-- 臺北市 :
寂寞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323-5-3 (EPUB) 普遍級
*男朋友總說不愛我/下末方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468-3-1
(EPUB) NT$180 普遍級
赤腳狂奔/唐寅九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28-4 (EPUB) 普遍級
赤瞳者. 4, 母親/晨羽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25-3-4 (EPUB) 普遍
級
走路: 獨處的實踐/龍應台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48-5 (PDF)
普遍級
走路: 獨處的實踐/龍應台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49-2
(EPUB) 普遍級
那一日,我不再是我/松村涼哉著; 何
陽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35-7 (EPUB) 普遍級
那天,我綁架了一隻蘿莉/午夜藍作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88-8 (第 1 冊:
平裝) 普遍級
*兒女俠情. 下冊/唐斐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48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兒女俠情. 上冊/唐斐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68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. 6/
しめさば作; 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322-7 (EPUB) 普遍
級
和你,在一起/夏洛夕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00-6474-7 ( 平 裝 )
NT$280 普遍級
命、風、歌: 冬曲/林若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5-607-9 (EPUB)
普遍級
夜的命名術/會說話的肘子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568-2 (第 9 冊:
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569-9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
978-626-311-570-5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571-2 (第
12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572-9 (第 13 冊:平裝) NT$190 普
遍級
妻子從不忘記/矢樹純著; Rappa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73-33-9
(EPUB) 普遍級
孟婆(♂)想談戀愛/吐維作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787-1 (第 2 冊:平裝) 限制
級
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. 4, 公主
啊,在假迷宮中凋落吧/五示正司作;
徐維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70-3
(EPUB) 普遍級
*幸福渡假村/高小敏編著 .-- 2 版 .-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69-7 (EPUB)
普遍級
怪奇孤兒院. 第二部/蘭森.瑞格斯著;
陳思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際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344-3 (全套: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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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高寶國際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349-8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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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奇捷運物語. 1, 妖狐轉生/芙蘿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4-24-2
(EPUB) 普遍級
怕痛的我,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. 12/
夕蜜柑作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323-4 (EPUB) 普遍
級
房東先生的加餐時間/一樹作 .-- 臺北
市 : 張維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15-0 (EPUB) 普遍級
房東先生的用餐時間/一樹作 .-- 臺北
市 : 張維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00-6 (EPUB) 普遍級
拔劍就是真理/乘風御劍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391-9 (第
5 冊:平裝) 普遍級
拐個萬人迷/瓅菁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58-501-7 (EPUB) 普遍級
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. 3/三河ごーす
と作; 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71-0 (EPUB) 普遍級
*武林十三劍. 第一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89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十三劍. 第二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76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十三劍. 第三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90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十三劍. 第五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85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十三劍. 第六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87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十三劍. 第四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81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武林正氣歌. 下冊/獨孤紅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76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正氣歌. 上冊/獨孤紅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75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帖. 第一部/關銘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52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帖. 第二部/關銘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53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帖. 第三部/關銘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37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武林舊事. 卷一至卷四/賴魅客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4-22-8
(EPUB) NT$1596 普遍級
*武林璽. 第一冊/東方玉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82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璽. 第二冊/東方玉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83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武林璽. 第三冊/東方玉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84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文化, 11103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5-327-8 (第 53 冊:平裝) 普
遍級
社會人士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
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14-4-4 (EPUB) NT$200 普
遍級
花宴: 開在盛夏的一朵夢/夜月獨步
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2-176-5 (EPUB) NT$171 普遍級
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/黃濬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04-1 (EPUB)
普遍級
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/黃濬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05-8 (PDF)
普遍級
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. 下/黃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22-5 (EPUB)
普遍級
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. 下/黃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23-2 (PDF)
普遍級
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. 上/黃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18-8 (EPUB)
普遍級
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. 上/黃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19-5 (PDF)
普遍級
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. 中/黃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20-1 (EPUB)
普遍級
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. 中/黃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21-8 (PDF)
普遍級
*金虹震八方. 第一部/羽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99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虹震八方. 第七部/羽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83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虹震八方. 第二部/羽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06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虹震八方. 第三部/羽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02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虹震八方. 第五部/羽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82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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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金虹震八方. 第六部/羽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98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虹震八方. 第四部/羽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93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蛇令. 下冊/陳文清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3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蛇令. 上冊/陳文清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56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銀雙燕. 下冊/南湘野叟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91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銀雙燕. 上冊/南湘野叟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90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蝶女俠. 下冊/江一明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2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蝶女俠. 上冊/江一明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4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龍鞭. 第一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93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龍鞭. 第二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12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金龍鞭. 第三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1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雨橫風狂. 第一部/曉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14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雨橫風狂. 第二部/曉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13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雨橫風狂. 第三部/曉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12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非誠勿擾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
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14-5-1 (EPUB) NT$200 普
遍級
*俠宗. 第一冊/獨孤紅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2-9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俠宗. 第二冊/獨孤紅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60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俠宗. 第三冊/獨孤紅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58-9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俠宗. 第四冊/獨孤紅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54-1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厚德路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
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185-5-5 (EPUB) NT$280 普
遍級
*厚德路之生活裡的愛情/羅川作 .-初版 .-- 高雄郵 : 製肉本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185-8-6
(EPUB) NT$200 普遍級
咦,一手包辦公司系統的我被開除了
嗎?. 1/下城米雪作; 馮鈺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24-1
(EPUB) 普遍級
封印/太陽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明
人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957-9-8 (EPUB) NT$360 普
遍級
封印/太陽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明
人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49-0-2 (PDF) 普遍級
幽 靈 社 團 . 下 / 莉 . 巴 度 格 (Leigh
Bardugo)作; 康學慧譯 .-- 臺北市 : 悅
知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93-1-1 (PDF) 普遍級

幽 靈 社 團 . 上 / 莉 . 巴 度 格 (Leigh
Bardugo)作; 康學慧譯 .-- 臺北市 : 悅
知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93-0-4 (PDF) 普遍級

流氓大地主. 14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5-9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
待綠集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5-608-6 (EPUB) 普遍級

流氓大地主. 15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6-6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
春天的幻影/王少杰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07-6 (EPUB) 普遍級
春天的幻影/王少杰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33-5 (PDF) 普遍級
春 天 的 第 一 天 / 南 西 . 塔 克 (Nancy
Tucker)著; 呂玉嬋譯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33848-2 (PDF) 普遍級
星門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80-6 (第 2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05-6 (第 2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06-3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07-0
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08-7 (第 25 冊:平裝) 普遍級
星星的孩子/陳銘堯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5-629-1 (EPUB) 普遍
級
流氓大地主. 1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62-9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10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1-1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11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2-8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12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3-5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13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4-2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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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氓大地主. 16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7-3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17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8-0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18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79-7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19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0-3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63-6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0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1-0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1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2-7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2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3-4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3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4-1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4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5-8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5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6-5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6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7-2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7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8-9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8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89-6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29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90-2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3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64-3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30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91-9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31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新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1-92-6 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4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65-0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5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66-7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6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67-4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7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68-1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氓大地主. 8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69-8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
流氓大地主. 9/棺材裡的笑聲著 .-- 新
北市 : 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101-70-4
(EPUB)
NT$125 普遍級
流離人生/楊寶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卯月霽商行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414-9-2 (PDF) NT$245
普遍級
*疤面人. 第一冊/憶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92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疤面人. 第七冊/憶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98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疤面人. 第二冊/憶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93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疤面人. 第八冊/憶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99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疤面人. 第三冊/憶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94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疤面人. 第五冊/憶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96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疤面人. 第六冊/憶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97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疤面人. 第四冊/憶文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95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相親結婚/羅川作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郵 : 製肉本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185-4-8
(EPUB)
NT$200 限制級
秋霞的一千零一夜: 多桑蔣渭川的二
二八/蔣理容作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94-302-1 (EPUB) 普遍級
穿成綠茶 omega 以後/百里緒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冊 .-154

ISBN 978-626-00-6412-9 (上冊:平裝)
NT$280 .-- ISBN 978-626-00-6413-6 (下
冊:平裝) NT$280 限制級
*紅花谷. 第一部/萬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38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紅花谷. 第二部/萬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39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紅花谷. 第三部/萬鈞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40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美好生活的兩個臺灣實踐樣本+/藺
桃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5-609-3 (EPUB) 普遍級
美麗的他. 3, 苦惱的他/凪良ゆう作;
倚風沐翻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366-0
(EPUB) 普遍級
美麗的他. 外傳: Interlude/凪良ゆう作;
魏嫚秀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01-8
(EPUB) 限制級
*英雄淚. 第一冊/慕容美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7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英雄淚. 第二冊/慕容美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8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英雄淚. 第三冊/慕容美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9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要求特別多的餐廳: 尋回失落初心的
澄淨原野,宮澤賢治經典短篇集/宮澤
賢治作; 劉子倩譯; 江志倫, 謝佼娟,
葉又菁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
11103 .-- 約 12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2-23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50 普遍級
要是沒有偵探就好了(全新插畫版)/
東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00-7 (EPUB) 普遍級

要是沒有偵探就好了(全新插畫版)/
東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20-5 (PDF) 普遍級

*風塵譜. 下冊/蕭逸著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4-5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重生之逆流黃金年代/行者不息作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537-8 (第 6 冊:
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538-5 (第 7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626-311-539-2 ( 第 8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40-8 (第
9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41-5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 普
遍級

*風塵譜. 上冊/蕭逸著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2-1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革樓/笨蛋工作室原作; 冰糖優花作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10-4
(EPUB) 普遍級
*風塵三劍. 第一冊/晉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81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風塵三劍. 第二冊/晉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91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風塵三劍. 第三冊/晉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09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風塵三劍. 第五冊/晉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03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風塵三劍. 第四冊/晉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55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風塵豪俠. 第一冊/雲中岳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93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風塵豪俠. 第二冊/雲中岳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51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風塵豪俠. 第三冊/雲中岳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45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風塵譜. 中冊/蕭逸著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3-8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飛玉流丹. 第一冊/衛民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12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飛玉流丹. 第二冊/衛民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53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飛玉流丹. 第三冊/衛民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52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飛燕青霜. 下冊/皇甫瓊華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17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飛燕青霜. 上冊/皇甫瓊華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66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飛燕青霜. 中冊/皇甫瓊華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35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香菇嫁給我之後/溫暮著 .-- 2 版 .-- 臺
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372-173-4
(EPUB)
NT$260 普遍級
夏日壞掉三部曲/陳思宏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7054-42-0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100 普遍級
*恐怖谷. 下冊/歐陽雲飛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3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恐怖谷. 上冊/歐陽雲飛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155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1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恐怖谷. 中冊/歐陽雲飛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2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時間的去處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30-7 (EPUB) 普遍級
時間的傻姑娘/唐寅九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5-631-4 (EPUB) 普遍
級
朕/王梓鈞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
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25-285-1 (第 1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25-286-8 (第 1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316-2 (第 1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37-7 (第 1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38-4 (第 1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39-1
(第 16 冊:平裝) 普遍級
氣運之主/任我笑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66-0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67-7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68-4 (第 3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69-1 (第 4
冊:平裝) 普遍級
烈印師. vol.1, 妖遺狐/宴平樂著 .-- 臺
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4-7 (EPUB) 普遍級
烈印師. vol.2, 印氣覺醒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5-4 (EPUB) 普遍級
烈印師. vol.3, 匠心天成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6-1 (EPUB) 普遍級
烈印師. vol.4, 天方正璽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7-8 (EPUB) 普遍級
烈印師. vol.5, 烈隼飛騰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8-5 (EPUB) 普遍級

烈印師. vol.6, 正邪之戰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9-2 (EPUB) 普遍級
烈印師. vol.7, 生存者/宴平樂著 .-- 臺
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50-8 (EPUB) 普遍級
烈印師. vol.8, 緣生緣滅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51-5 (EPUB) 普遍級
烈印師. vol.9, 反璞歸真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52-2 (EPUB) 普遍級
狼男友的馴養法則/花鈴著; Jeannn
繪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要 有 光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8-22-0 (EPUB) 普遍級
神術鍊金士. 5/帥呆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1-3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神落帝皇的魔法使/易人北作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86-4 (第 4 冊:平裝)
限制級
神貓小咪與貓用品召喚師的異世界
奮鬥記. 1/にゃんたろう作; 陳靖涵
譯; 岩崎美奈子插畫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8758-1 (EPUB) 普遍級
神隱/A.Z.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
光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8-20-6 (EPUB) 普遍級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275-2 (第 66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276-9 (第 6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99-8 (第 6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62-9 (第 6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81-0
(第 70 冊:平裝) 普遍級
*秦嶺髯俠/毛聊生作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74-9 (PDF)
NT$300 普遍級
缺愛 Alpha 的填滿法/接骨木花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- 352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723 (平裝) NT$260 限制級
胭脂雪: 光緒皇帝與珍妃/樸月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35-7
(EPUB) 普遍級
記憶裡的陌生人/摸西摸西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8-21-3 (EPUB)
普遍級
逆時偵查. 2, 時間的主人/張小貓作 .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漫 遊 者 文 化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590-8 (EPUB) NT$350 普遍級
迷途 01+02(限定版)/年終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星巡文化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143-9-8 (全套:平裝)
普遍級
迷蹤/泰絲.格里森作; 宋瑛堂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491-5
(EPUB) 普遍級
除了我之外,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
喜劇. 1/羽場楽人作; K.K.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38-8 (EPUB)
普遍級
假面的告白/三島由紀夫作; 劉子倩
譯; 蕭定睿朗讀 .-- 新北市 : 大牌,
11103 .-- 約 3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2-24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普遍級
偶活☆靈能師 Spell/二煩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11-2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問心仙緣/蒙面怪客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93-6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94-3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22-3 (第 7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46-9 (第 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47-6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48-3 (第 10 冊:平裝) 普遍級
密室的鑰匙借給你(全新插畫版)/東
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01-4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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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室的鑰匙借給你(全新插畫版)/東
川篤哉作; 張鈞堯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21-2 (PDF) 普遍級
密室殺人/李昂作; 許芳寧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101 .-- 約 369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-75-0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50 普遍級
專一的愛人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郵 : 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714-6-8
(EPUB)
NT$200 普遍級
崑崙天尊/怕辣的紅椒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289-9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90-5 (第 7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19-3 (第 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42-1
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43-8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389-6 (第 11 冊:平裝) 普遍級
御獸王/輕泉流響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84-4 (第 14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13-1 (第 15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36-0 (第 16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66-7
(第 1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86-5 (第 18 冊:平裝) 普遍級
救了想一躍而下的女高中生會發生
什麼事?. 1/岸馬きらく作; 林孟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39-5 (EPUB) 普遍級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. 3/謙之字作; 許
昆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06-9 (EPUB) 普遍級
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
是鄰座的青梅竹馬. 3/謙之字作; 許
昆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29-8 (PDF) 普遍級
棄宇宙/鵝是老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563-7 ( 第 28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564-4 (第
29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565-1 (第 30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566-8 (第 31 冊:平
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5675 (第 32 冊:平裝) NT$190 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82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6-9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清秀佳人. 2, 艾凡里的安(經典新裝
版)/露西.蒙哥瑪麗(L. M. Montgomery)
著; 王筱婷譯 .-- 四版 .-- 臺中市 : 好
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8-586-8 (EPUB) 普遍級

*終南別傳. 上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71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陰陽玦. 上冊/玉翎燕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5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聊齋志異. 七: 天仙下凡/(清)蒲松齡
原著; 曾珮琦譯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好讀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78-590-5 (EPUB) 普遍級
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. 1/Jaki, Yamorichan 著; 御
門幻流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40-3 (EPUB) 普遍級

*清宮劍影錄. 第一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96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清宮劍影錄. 第二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7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清宮劍影錄. 第三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9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清宮劍影錄. 第五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2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清宮劍影錄. 第六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3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清宮劍影錄. 第四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0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混元密錄. 第一冊/慕容美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14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祭念品/泰絲.格里森作; 宋瑛堂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41-492-2 (EPUB) 普遍級
第 43 個祕密/哈蘭.科本(Harlan Coben)
著; 謝佩妏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臉
譜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5-084-3 (EPUB) NT$315 普遍級
第一次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 製
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14-1-3 (EPUB) NT$200 普
遍級
*終南別傳. 下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

這一次,我的選擇/梅洛琳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2-047-5
(EPUB) 普遍級
逍遙小散仙. 23/迷男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2-0 (EPUB) NT$125 限
制級
都市偷香賊. 24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8-2 (EPUB) NT$125 普
遍級
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. 1/Jaki, Yamorichan 著; 御
門幻流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41-0 (PDF) 普遍級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. 2/Jaki, Yamorichan 著; 許
昆暉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43-4 (EPUB) 普遍級

都市偷香賊. 25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9-9 (EPUB) NT$125 普
遍級
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. 2/Jaki, Yamorichan 著; 許
昆暉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44-1 (PDF) 普遍級

都市偷香賊. 26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60-5 (EPUB) NT$125 普
遍級

最後的海上獵人/廖鴻基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187-7 (EPUB) 普遍
級

都市偷香賊. 27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61-2 (EPUB) NT$125 普
遍級

最後的海上獵人/廖鴻基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6190-7 (PDF) 普遍級

都市無雙醫神/九頭蟲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1-573-6 (第 11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743 (第 1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575-0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76-7 (第
1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77-4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80 普
遍級
陰差實習生/貓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04-8 (EPUB) 普遍級
*陰陽玦. 下冊/玉翎燕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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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強贅婿/沉默的糕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1-598-9 (第 63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996 (第 6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600-9 (第 65 冊:平裝) NT$180
普遍級
博康舒大冒險: 魔女、殭屍、吸血鬼.
1/微風妖來坊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3-7 (EPUB) NT$150 普
遍級
博康舒大冒險: 魔女、殭屍、吸血鬼.
2/微風妖來坊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4-4 (EPUB) NT$125 普
遍級

博康舒大冒險: 魔女、殭屍、吸血鬼.
3/微風妖來坊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1-55-1 (EPUB) NT$125 普
遍級
*寒劍. 下冊/摩雲生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6-6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寒劍. 上冊/摩雲生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5-9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尋生(緣起)/弈繁著 .-- 2 版 .-- 臺北
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372-181-9
(EPUB)
NT$200 普遍級
尋找冬天的你/喬一樵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5-5-8 (EPUB)
普遍級
替補的王牌/盧建彰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92-8 (EPUB) 普遍
級

無題的問句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32-1 (EPUB) 普遍級
盜天傳說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82-0 (第 2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09-4 (第 2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10-0 (第 2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11-7
(第 2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12-4 (第 25 冊:平裝) 普遍級
絕世家族/傲無常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64-6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265-3 (第 6 冊:平裝)
普遍級
絕世家族/傲無常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91-2 (第 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20-9 (第 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44-5 (第 9 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45-2 (第
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902 (第 11 冊:平裝) 普遍級

朝密室射擊!(全新插畫版)/東川篤哉
作; 張鈞堯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02-1 (EPUB) 普遍級

絕世神醫/油炸花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593-4 ( 第 41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94-1 (第
4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95-8 (第 43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596-5 (第 44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972 (第 45 冊: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
朝密室射擊!(全新插畫版)/東川篤哉
作; 張鈞堯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22-9 (PDF) 普遍級

*紫府神宮. 第一冊/東方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94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無情劍. 下冊/沙夢茵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19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紫府神宮. 第二冊/東方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80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無情劍. 上冊/沙夢茵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0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紫府神宮. 第三冊/東方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29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無職轉生: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.
25/理不尽な孫の手作; 陳柏伸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34-0
(EPUB) 普遍級
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302-5 (第 3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28-5 (第 3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29-2 (第 39

替補的王牌/盧建彰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93-5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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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30-8
(第 40 冊:平裝) 普遍級
超資優!讓你成為小學數學高手/許永
海, 葉朝怡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, 11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78-5 (PDF) 普遍級
間諜教室. 3, 「忘我」安妮特/竹町
作; 曹茹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337-1 (EPUB) 普遍級
雲端副作用/草凡著 .-- 臺北市 : 鏡文
學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4-41-3 (PDF) 普遍級
*黃沙夢. 第一冊/秋夢痕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00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黃沙夢. 第二冊/秋夢痕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88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黃沙夢. 第三冊/秋夢痕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89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黃金召喚師/醉虎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281-3 (第 23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04-9 (第 2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32-2 (第 2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33-9
(第 2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34-6 (第 27 冊:平裝) 普遍級
黑心騎士團的奴隸被善心冒險者公
會挖角後升上 S 級/寺王作; 黃健育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90-1 (第
2 冊:平裝) 普遍級
*傲霜劍. 下冊/曹若冰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18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傲霜劍. 上冊/曹若冰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7-6 (PDF)
NT$300 普遍級
傾注溫柔/落日焰著 .-- 2 版 .-- 臺北
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372-171-0
(EPUB)
NT$260 普遍級

愚人的花園/孫得欽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註異文庫, 11101 .-- 32 面; 1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634-3-5 (平裝)
NT$120 普遍級
新世紀福音戰士 ANIMA. 3/khara 原
作; 山下いくと作; 薛智恆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331-9
(EPUB) 普遍級
新娘招標/梓云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502-4 (EPUB) 普遍級
極道之主/烽仙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288-2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318-6 (第 9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41-4 (第 1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73-5 (第 1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88-9
(第 12 冊:平裝) 普遍級
*滇邊俠隱. 下冊/孫玉鑫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0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滇邊俠隱. 上冊/孫玉鑫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9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禁忌關東煮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郵 : 製肉本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185-9-3
(EPUB)
NT$160 普遍級
萬族之劫/老鷹吃小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25-274-5 (第 88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97-4 (第 8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98-1
(第 9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61-2 (第 9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380-3 (第 92 冊:平裝) 普遍級
萬華仙道/小龍捲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584-2 ( 第 31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85-9 (第
3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86-6 (第 33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587-3 (第 34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880 (第 35 冊: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*群英會. 第一冊/東方玉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3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群英會. 第二冊/東方玉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6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群英會. 第三冊/東方玉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7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群英會. 第五冊/東方玉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38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群英會. 第六冊/東方玉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1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群英會. 第四冊/東方玉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7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群魔劫. 下冊/慕容菡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11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群魔劫. 上冊/慕容菡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21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聖女魔力無所不能/藤小豆漫畫; 橘
由華原作; 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299-2 (EPUB) 普遍級
*聖手狀元. 第一冊/東方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28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聖手狀元. 第二冊/東方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27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聖手狀元. 第三冊/東方白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26-0 (PDF) NT$300 普遍級
聖劍學院的魔劍使. 4/志瑞祐原作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72-7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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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難公子/莫辰著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58-503-1 (EPUB) 普遍級
葬花/梅洛琳作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聯
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2-177-2 (EPUB) NT$200 普
遍級
*蜈蚣劍. 下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84-8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蜈蚣劍. 上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67-1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詩情畫意. 第一冊/白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36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詩情畫意. 第二冊/白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78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詩情畫意. 第三冊/白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04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詩情畫意. 第四冊/白丁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96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遊戲師(博客來獨家書衣版)/布莉琪.
柯林斯 Bridget Collins 作; 吳品儒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78-9
(EPUB) 普遍級
道行天下/八寶飯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335-3 (第 1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65-0 (第 1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85-8 (第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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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626-325-271-4 (第 34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25-4
(第 35 冊:平裝) 普遍級
遇到巴列霍/陳秀珍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445-634-5 (EPUB) 普遍
級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30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鈴玉緣. 第一部/霓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86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翠袖靈犀. 第三冊/皇甫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31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ISBN 978-626-325-272-1 (第 74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73-8 (第 75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296-7
(第 7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360-5 (第 7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325-379-7 (第 78 冊:平裝) 普遍級

*鈴玉緣. 第二部/霓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89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翠袖靈犀. 第四冊/皇甫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32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劍底游龍. 第一冊/蘭立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85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鈴玉緣. 第三部/霓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00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與精靈新娘攜手展開異世界領主生
活. 5: 很遺憾,黎里加爾多已經消失
了/鷲宮だいじん作; KSM 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614-0 (EPUB) 普遍級

*劍底游龍. 第二冊/蘭立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86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鈴玉緣. 第四部/霓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07-9
(PDF) NT$300 普遍級
電影小說 銀魂 THE FINAL/空知英秋,
宮本深礼作; 何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8798-7 (平裝) 普遍級
夢中的怪物/一樹作 .-- 臺北市 : 張維
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9699-3 (EPUB) 普遍級
截稿日之前,百合的進度特別快/平坂
読作; 劉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87949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8795-6 (第 2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普
遍級
福爾摩斯小姐. 4, 沃德洛堡拍賣會/
雪麗.湯瑪斯(Sherry Thomas)著; 楊佳
蓉譯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639-6
(EPUB) 普遍級

蒼冥戟. vol.10, 決戰生死/宴平樂著 .- 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3-0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6, 舞蝶幻姬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39-3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7, 幻界封印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0-9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8, 三聯狼騎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1-6 (EPUB) 普遍級
蒼冥戟. vol.9, 五大幻獸/宴平樂著 .-臺北市 :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0-42-3 (EPUB) 普遍級

窩邊草/一樹作 .-- 臺北市 : 張維庭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71-9 (EPUB) 普遍級

*蒼龍神鷹. 下冊/摩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7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綠野神刀/唐斐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89-5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*蒼龍神鷹. 上冊/摩雲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8-0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翠袖靈犀. 第一冊/皇甫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18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製造「地方政府」: 戰國至漢初郡
制新考/游逸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大出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0-567-9 (PDF) NT$560
普遍級

*翠袖靈犀. 第二冊/皇甫青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
劍仙在此/亂世狂刀 01 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160

*劍底游龍. 第三冊/蘭立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87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氣如虹顏似玉. 第一冊/雲海居士
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1-78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氣如虹顏似玉. 第二冊/雲海居士
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2-47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氣如虹顏似玉. 第三冊/雲海居士
原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
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12-46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劍寒紅淚/忘我居士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88-8 (PDF)
NT$300 普遍級
憂 郁先生想 過平靜生 活 /青色羽翼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旭儒, 11103 .-冊 .-- ISBN 978-626-95648-0-4 (第 1 冊:
平裝) NT$400 .-- ISBN 978-626-956481-1 (第 2 冊:平裝) NT$400 .-- ISBN
978-626-95648-2-8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400 .-- ISBN 978-626-95648-3-5 (全
套:平裝) NT$1200 普遍級
談愛傷感情/莫斯卡托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53-9-0 (EPUB)
普遍級
請勿在此丟棄屍體(全新插畫版)/東
川篤哉作; 藍云辰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03-8 (EPUB) 普遍級

請勿在此丟棄屍體(全新插畫版)/東
川篤哉作; 藍云辰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26-7 (PDF) 普遍級

*擒龍屠鳳. 第五冊/憶文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4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龍虎下江南. 第一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98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請讓專業的來/Beck 著 .-- 初版 .-- 士
林郵 : Beck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77-8 (EPUB) 普遍級

*擒龍屠鳳. 第四冊/憶文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56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龍虎下江南. 第二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4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擔馬草水/姜天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九歌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0-409-1 (PDF) 普遍級

*龍虎下江南. 第三冊/蹄風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5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賞金獵手/蝦寫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542-2 ( 第 21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43-9 (第
22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311-544-6 (第 23 冊:平裝) NT$180 .-ISBN 978-626-311-545-3 (第 24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5460 (第 25 冊:平裝) NT$180 普遍級
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. 11/寿
安清作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1-332-6 (EPUB) 普遍級
賢勇者艾達飛基.齊萊夫的啟博教覽
痛: 愛徒沙優娜與這次先放你一馬/
有象利路作; u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1-333-3 (EPUB) 普遍
級
*骷髏血旗. 第一冊/陳文清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11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骷髏血旗. 第二冊/陳文清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10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骷髏血旗. 第三冊/陳文清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09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擒龍屠鳳. 第一冊/憶文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7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擒龍屠鳳. 第二冊/憶文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49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擒龍屠鳳. 第三冊/憶文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59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擔馬草水/姜天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九歌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0-412-1 (EPUB) 普遍級
激情/珍奈.溫特森(Jeanette Winterson)
著; 葉佳怡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
譜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5-087-4 (EPUB) NT$252 普遍級
*獨步武林. 第一冊/伴霞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0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獨步武林. 第二冊/伴霞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6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獨步武林. 第三冊/伴霞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11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親愛的,這也是戀愛/Misa 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25-4-1 (EPUB)
普遍級
*雕岳爭雄/毛聊生作 .-- 臺北市 : 台
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99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龍 王 的工 作 !/ 白鳥士郎 作 ; 林佳祥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91-8 (第
15 冊:平裝) 普遍級
*龍江釣叟. 下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06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龍江釣叟. 上冊/毛聊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91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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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龍鳳劍. 第一冊/唐斐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97-8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龍鳳劍. 第二冊/唐斐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13-6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龍鳳劍. 第三冊/唐斐作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22-11-2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龍鳳鴛鴦劍. 第一冊/蕭湘子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08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龍鳳鴛鴦劍. 第二冊/蕭湘子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79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龍鳳鴛鴦劍. 第三冊/蕭湘子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91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龍鳳鴛鴦劍. 第五冊/蕭湘子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87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龍鳳鴛鴦劍. 第四冊/蕭湘子原著 .-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90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檀車俠影. 第一冊/司馬翎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77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檀車俠影. 第二冊/司馬翎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78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46-8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92-3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*檀車俠影. 第三冊/司馬翎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79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簫劍飄萍. 第五冊/霓雲生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95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雙胞胎/Div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
天出版國際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741-498-4 (EPUB) 普遍
級

*檀車俠影. 第五冊/司馬翎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81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簫劍飄萍. 第四冊/霓雲生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3-84-5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壞猴子/麥特.羅夫(Matt Ruff)著; 聞若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19-636-5 (EPUB) 普遍級

*檀車俠影. 第四冊/司馬翎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80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繡鞋春/星豫著; 璵繪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468-1-7
(EPUB)
NT$210 普遍級

*羶臊味之吻/稀客馬尼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3-02-8 (EPUB)
NT$252 普遍級

總選第一名和第二名在談戀愛/茶深
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栗子文創工作
室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33-8-4 (EPUB) 普遍級

*繡鞋春/星豫著; 修宇 Shu‧U 繪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唯社文創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68-2-4
(EPUB) NT$210 普遍級

鏡淵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192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287-5 (第 10
冊:平裝) 普遍級

*聯劍揚鑣/萍飄生原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97-0 (PDF)
NT$300 普遍級

*蟠龍帶. 第一部/易樵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33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謊言遊戲. 2: 騙子轉學生被小惡魔學
姊盯上了。/久追遥希作; kyo 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615-7 (EPUB) 普遍級

*蟠龍帶. 第二部/易樵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34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鏡淵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25-317-9 (第 1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40-7 (第 1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72-8 (第 1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25-387-2
(第 14 冊:平裝) 普遍級

謊言遊戲. 3, 騙子轉學生尋找冒牌大
小姐的偽裝者。/久追遥希作; 呂郁
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796 (平裝) 普遍級

*蟠龍帶. 第三部/易樵生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35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
廢柴這件事. 4/佐伯さん作; 郭蕙寧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769-7 (EPUB)
普遍級

覆滅鐘. 第一部, 亡靈訊息/米亞金
著 .-- 初 版 .-- 台 北 市 : 金 明 怡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61-7 (EPUB) NT$290 普遍級

*霧林魔劍. 第一部/陽蒼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42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豐饒之地/一樹作 .-- 臺北市 : 張維庭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98-6 (EPUB) 普遍級

*霧林魔劍. 第二部/陽蒼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87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*還珠記. 下冊/丁劍霞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5-1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還珠記. 上冊/丁劍霞著 .-- 臺北市 :
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5-24-4 (PDF)
NT$300 普遍級
*簫劍飄萍. 第一冊/霓雲生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44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轉生魔王茱麗葉. 1/久慈マサムネ作;
何宜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8612-6
(EPUB) 普遍級

*簫劍飄萍. 第二冊/霓雲生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1-45-1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醫道通天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25-292-9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25-321-6 (第 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25-374-2 (第 8 冊:平裝)
普遍級

*簫劍飄萍. 第三冊/霓雲生原著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
*離魂針/毛聊生作 .-- 臺北市 : 台灣
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2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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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霧林魔劍. 第三部/陽蒼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07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櫻花香氣 說不出口的雙相思/凝微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3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6473-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鐵鼠之檻. 下/京極夏彥著; 王華懋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73-40-7 (EPUB) 普遍級

鐵鼠之檻. 上/京極夏彥著; 王華懋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73-39-1 (EPUB) 普遍級
*鐵漢嬌娃. 下冊/藍鳳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58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鐵漢嬌娃. 上冊/藍鳳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57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鐵騎門. 第一冊/劉四毛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17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鐵騎門. 第二冊/劉四毛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16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鐵騎門. 第三冊/劉四毛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15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女劫. 第一冊/柳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82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女劫. 第二冊/柳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2-31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女劫. 第三冊/柳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79-6
(PDF) NT$300 普遍級
魔王學園的背叛者. 2: 人類最初的魔
王候補,和少女眷屬一同向王座發起
衝擊/久慈マサムネ作; 偽善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8613-3 (EPUB) 普遍級
魔王學園的背叛者: 人類最初的魔王
候補,和少女眷屬一同向王座發起衝
擊/久慈マサムネ作; 偽善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103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8789-5 (第 3 冊:平裝)
普遍級
魔界霸主/點精靈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103 .-- 192 面; 19 公

分 .-- ISBN 978-626-325-283-7 (第 16
冊:平裝) 普遍級
*魔劍心焰. 第一冊/司馬紫煙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50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劍心焰. 第二冊/司馬紫煙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36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劍心焰. 第三冊/司馬紫煙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45-9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劍心焰. 第五冊/司馬紫煙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63-3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劍心焰. 第四冊/司馬紫煙作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5-52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影香車. 第一冊/曉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85-2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影香車. 第二冊/曉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81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影香車. 第三冊/曉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05-5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影香車. 第四冊/曉風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3-88-3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臉情仇. 下冊/金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59-8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臉情仇. 上冊/金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1-1
(PDF) NT$300 普遍級
*魔臉情仇. 中冊/金羽原著 .-- 臺北
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1-60-4
(PDF) 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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戀愛了。/羅川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郵 :
製肉本屋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14-7-5 (EPUB) NT$200 普
遍級
戀愛不怕丟臉(全冊)/月村奎作; 呂郁
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2-417-9 (EPUB)
限制級
羈絆千年. 卷一, 長生/梅洛琳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78-9
(EPUB) NT$280 普遍級
羈絆千年. 卷二, 前世/梅洛琳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79-6
(EPUB) NT$280 普遍級
羈絆千年. 卷三, 輪迴/梅洛琳著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線上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72-180-2
(EPUB) NT$280 普遍級
*璇宮風雲錄. 第一冊/鼎湖居士原
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18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璇宮風雲錄. 第二冊/鼎湖居士原
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00-7 (PDF) NT$300 普遍級
*璇宮風雲錄. 第三冊/鼎湖居士原
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12-23-6 (PDF) NT$300 普遍級
不 要在我月 經來時逼 迫我 / 謝曉陽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538-3 (EPUB) 普遍級
降生十二星座/駱以軍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37-6
(EPUB) 普遍級
你的 4 分 33 秒/李書修作; 謝麗玲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一人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677-0-6
(EPUB) 普遍級
妖怪料亭. 1/微混吃等死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79-5
(EPUB) 普遍級
妖怪料亭. 2/微混吃等死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, 11103 .-- 面;
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74-80-1
(EPUB) 普遍級

深智數位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6-86-7 (PDF) 普遍級

屬於我的幸運/一樹作 .-- 臺北市 : 張
維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16-7 (EPUB) 普遍級

10 分鐘入禪休息法/歐文.奧侃(Owen
O'kane)作; 葉織茵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2-17-6 (PDF) 普遍級

其他

10 分鐘入禪休息法/歐文.奧侃(Owen
O'kane)作; 葉織茵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2-18-3 (EPUB) 普遍級

<<同學會!同鞋>>全新創作音樂劇/
全民大劇團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民大劇團, 11101 .-100 面 ; 28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9881-5-6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<<時代革命>>電影訪談錄/<<時代革
命>>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
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39-4-4 (PDF) NT$280 普遍級
<<時代革命>>電影訪談錄/<<時代革
命>>團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
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39-5-1 (EPUB) NT$280 普遍級
<<慾望之森>>美術設定集/兔比美
術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斯穆絲酷兒,
11102 .-- 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13-0-7 (平裝) NT$650 限制級
*<<靈魂永生>>有聲書. 第 10 輯/許添
盛主講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,
11102 .-- 約 6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7-49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普遍級
(技術分析大師不敗經典)順勢交易
找 出 高 勝 算 規 律 !/ 威 爾 斯 . 威 爾 德
(Welles J. Wilder)著; 呂佩憶, 黃川誌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
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79-119 (全套:平裝) NT$730 普遍級
(直條式漫畫)女體化的不良學園☆
本大爺的初體驗被他給盯上了。. 1/
高尾鷹浬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
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48-2 (EPUB)
限制級
1-5 歲藝術感覺統合探索. A, 秋冬/謝
茵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克蘭普文
化, 11101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22-3-3 (平裝) NT$800 普
遍級
1000 億設備互聯時代: 嵌入式物聯網
動手開發指南/連志安著 .-- 臺北市 :

117 張實戰圖解教你成為誘導高效團
隊的管理高手: 49 個方法釋放部屬潛
能,打造最厲害績效!/任康磊著 .-- 新
北市 : 大樂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4-77-3 (PDF) 普遍級
1856: 糾結的大清、天國與列強/陶
短房著 .-- 修訂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旗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47-5-0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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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44-1 (EPUB) 普遍級
1946 後的關鍵年代= 1946 以後の阿
美族年代の物語/Sing 'Olam 星.歐拉
姆(林生安)作 .-- 臺北市 : 永望文化,
11101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77-7-7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1955-1985 年中国大陆生活回忆/杨光
着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26-9 (PDF) 普遍級
*24 個 Kimi: 張雅涵寫真: 你的女朋
友. 3/張雅涵作; 莉奈攝影 .-- 臺北市 :
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0-3-1 (PDF)
普遍級
25.Kimi 醬: 張雅涵寫真. 2/莉奈攝
影 .-- 臺北市 :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
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90-4-8 (PDF) 限制級
432,21/林諭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林諭志, 11103 .-- 96 面; 18X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767-9 ( 平 裝 )
NT$1200 普遍級
70%剔透的酸醇想像= Craft sake/ .-臺北市 :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,
11101 .-- 41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29-422-8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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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brief history of Taiwanese art/國立臺
灣美術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
斯, 11102 .-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86-0 (平裝) 普遍級
A key to grammar. 3/editor Corrinne
Tzeng .-- 四 版 .-- 高 雄 市 : 麗 格 ,
11101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020-6-2 (平裝附光碟片) 普遍
級
AAA 城市藝術生活誌. Vol.06, 我們
的島嶼運動風景/彭永翔總編輯 .-- 臺
北市 : 忠泰集團, 11102 .-- 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464-3-4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Arduino 專題製作與應用: 語音互動
篇/陳明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3-018-4 (PDF) NT$500 普遍級
Arduino 專題製作與應用: 語音互動
篇/陳明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3-020-7 (EPUB) NT$500 普遍級
AZ 疫苗: 生命優先的科學戰疫/吉爾
伯 特 (Sarah Gilbert), 格 林 (Catherine
Green)著; 廖建容, 郭貞伶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61-2
(EPUB) 普遍級
AZ 疫苗: 生命優先的科學戰疫/吉爾
伯 特 (Sarah Gilbert), 格 林 (Catherine
Green)著; 廖建容, 郭貞伶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462-9
(PDF) 普遍級
*Beginner
companion
to
xiangqi(Chinese
Chess)
from
Xqinenglish.com/by Jim Png Hau
Cheng .-- 新北市 : 方浩鑒, 11101 .-56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20-4 (平裝) 普遍級
Best kids(student book). 1A/author
Reene Hsiao .-- 新北市 : 貝師特文化,
11103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35-0-9 (平裝) 普遍級
Best kids(student book). 1B/author
Reene Hsiao .-- 新北市 : 貝師特文化,
11103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196-8-8 (平裝) 普遍級
Best kids(student book). 2A/author
Reene Hsiao .-- 新北市 : 貝師特文化,

11101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35-1-6 (平裝) 普遍級
Best kids(student book). 2B/author
Reene Hsiao .-- 新北市 : 貝師特文化,
11103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35-2-3 (平裝) 普遍級
Best kids(student book). 3A/author
Reene Hsiao .-- 新北市 : 貝師特文化,
11103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196-9-5 (平裝) 普遍級
Best kids(student book). 3B/author
Reene Hsiao .-- 新北市 : 貝師特文化,
11103 .-- 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35-3-0 (平裝) 普遍級
Business data science: rapidminer data
science platform and applications (I)/劉
建宏(Claude Liu), 宋丹寧(Danny Song)
作 .-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劉建宏(新北
市)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21-1 (PDF) 普遍級
*C & C++程式設計經典/蔡文龍, 何
嘉益, 張志成, 張力元, 歐志信, 陳士
傑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4-079-7 (PDF) NT$580 普遍級
*Chu Chu 2021/啾啾 吳慈敏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笙國際, 11101 .-- 200
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0-89 (精裝) NT$3980 普遍級
Come to live(student's book). book
4/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1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34-9 (平裝)
普遍級

David Bowie: 百變前衛的大衛.鮑伊/
瑪麗亞.艾塞(María Hesse)作; 陳小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39-7
(PDF) 普遍級

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: 聽力實戰
力 Level Up!/賴世雄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常春藤有聲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76-3-8 (PDF)
普遍級

Discovering Taipei on foot/Scott
Weaver .-- 臺 北 市 : Scott Weaver,
11102 .-- 1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94-8 (平裝) 普遍級

Hot Heart 吳心緹.寫真/吳心緹作 .-- 臺
北市 : 水靈文創, 11102 .-- 144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076-9-6 (平裝)
NT$580 .-- ISBN 978-626-95757-0-1 (精
裝特裝版) NT$1180 普遍級

Discovering Taipei on foot/Scott
Weaver .-- 臺 北 市 : Scott Weaver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14-3 (EPUB) 普遍級
Ellis essentials(student book). Level 1
T3-1,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/editor in
chief Yu-Chu Chen .-- 桃園市 : 龍行文
教, 1110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00-3-0 (平裝) 普遍級
Ellis essentials(student book). Level 1
T3-2, following the rules/editor in chief
Yu-Chu Chen .-- 桃園市 : 龍行文教,
11102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00-4-7 (平裝) 普遍級
Ellis kids(workbook). Level 3 T3-1,
getting ready for school/author Stacy
Kuo .-- 桃園市 : 龍行文教, 11102 .-- 2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0-16 (平裝) 普遍級
Ellis kids(workbook). Level 3 T3-2,
school personnel/author Sharon Woo .-桃園市 : 龍行文教, 11102 .-- 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0-2-3 (平裝)
普遍級

Come to live(workbook A). book
4/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1 .-- 3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35-6 (平裝)
普遍級

Fashion Week 臺上臺下: 從搶秀票到
After Party,時尚產業「哇」聲幕後的
商機與心機/廖秀哖作; 林晏伶朗讀 .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103 .-- 約 30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83-5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570 普遍級

Come to live(workbook B). book
4/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.-- 臺
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 11101 .-- 4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636-3 (平裝)
普遍級

From foot soldier to college professor a
memoir: a memoir/馬忠良 James C. Ma
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102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0-93-7 (平裝) NT$420 普遍級

David Bowie: 百變前衛的大衛.鮑伊/
瑪麗亞.艾塞(María Hesse)作; 陳小雀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6-511-3
(EPUB) 普遍級

GaryVee 的情商槓桿: 網路行銷大神
教你工作和生活都成功的 12 又 1/2
個祕密/蓋瑞.范納洽(Gary Vaynerchuk)
作; 甘鎮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
智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5-663-9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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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w About You?: 招喚幸福而來的愛/
大川隆法作;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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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626-95515-7-6 (EPUB) NT$380 普遍級
I'm Fine!: 清爽地活出自我的七個步
驟/大川隆法作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
小組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
福科學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95515-8-3
(EPUB)
NT$380 普遍級
*IFRS+IT 經營管理 e 化實務/蔡文賢,
藍淑慧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4-080-3 (PDF) NT$560 普遍級
Iming Lin Music 三十六首爵士練習曲:
給 C 調樂器= 36 jazz etudes: for concert
instruments/林弈銘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錦聿豐企業社, 11103 .-- 5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40-1-8 (平裝)
NT$850 普遍級
Iming Lin Music 三十六首爵士練習曲:
給降 B 調樂器= 36 jazz etudes/林奕銘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錦聿豐企業社,
11103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40-0-1 (平裝) NT$850 普遍級
Iming Lin Music 三十六首爵士練習曲:
給降 E 調樂器= 36 jazz etudes: for E
flat instruments/林弈銘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錦聿豐企業社, 11103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40-25 (平裝) NT$850 普遍級
Kids world(textbook). 3/writers Keith
Beckett, Vicki Huang, Angela Yeh .-secon edition .-- 臺 北 市 : 何 嘉 仁 ,
11103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86-46-9 (平裝) 普遍級
Kids world(workbook & homework).
3A/writers Inez Cheng, Jessie Shao .-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-

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44-5 (平裝) 普遍級
Kids world(workbook & homework).
3B/writers Inez Cheng, Jessie Shao .-2nd ed.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103 .-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645-2 (平裝) 普遍級
Kids' school of magic. book 1, fantastic
spiritual stories and meditation/written by
Jean-Jacques Gabriel .-- 臺中市 : 華祈
寧, 11104 .-- 18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44-0 (平裝) 普遍級
milimilingan na seludja 安平部落傳說
故 事 /ljigiyan pavavaljung 高 玉 枝 ,
giljegiljav agilasay pakawyan 林志興編
譯 .-- 初 版 .-- 臺 東 縣 : 高 玉 枝 ,
11012 .-- 1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670-2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milimilingan na seviljauljaur 比魯部落
傳說故事/kalesekes tjuljapalas(曾金枝)
口述; giljegiljav agilasay pakawyan(林
志興), ljigiyan pavavaljung(高玉枝)編
著 .-- 初 版 .-- 臺 東 縣 : 林 志 興 ,
11101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57-0 (平裝) NT$300 普遍級
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口說
測驗必考題型: 從發音基礎、答題策
略到解題示範，自學、初學者也能
循序漸進獲得高分/國際語言中心委
員會; 陳鈺璽著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4-206-2 (PDF) 普遍級
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寫作
測驗必考題型: 一本囊括「句子改寫、
合併、重組」的解題重點及常見作
文題目,徹底破解英檢最常考題型,一
看到題目就能寫出正確答案!/國際語
言中心委員會著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
村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4-207-9 (PDF) 普遍級
ngai na kare'idrang na kareallak
piningaian kana Puyuma 古今詞對照&
罕 用 詞 彙 卑 南 族 南 王 語 別 tilin na
pallibak/Ljigiyan Pavavaljung 高玉枝,
Agilasay Pakawyan 林志興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東縣 : 東縣卑南族自促協會,
11012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034-7-0 (平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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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5-19-0 (EPUB) 普遍級
No. Gino: 吉 諾 號 /Gino 白 俊 彥 ,
XXDanieL 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3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6-581-6 (平裝) 限制級
Peter bear plus. book 8/黃淑芬總編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智網文教,
11103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605-50-6 (平裝) 普遍級
Proceedings of AASE SNME & BEFSS
International Conference/editor Applied
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
(AASE) .-- 1st ed. .-- 臺南市 : 中華科
學新知推廣協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442-0-2 (PDF) 普遍
級
Pythonx 股票 x 期貨實戰寶典: 打造專
屬策略,精準自動化投資/酆士昌, 劉
承彥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酆士昌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01-3 (EPUB) NT$1000 普遍級
Shadowing 跟讀法. 2: 從日常強化日
語談話力/今泉江利子作; 柯惠真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99-2
(EPUB) 普遍級
Shadowing 跟讀法: 英式英語發音聽
力訓練/Dr Fiona Hu 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眾文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32-597-8 (EPUB) 普遍
級
Shadowing 跟讀法: 神奇打造日語表
現力+從日常強化日語談話力/今泉
江利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
書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532598-5 (全套:平裝) NT$700 普遍級
Studies on the thermal decomposition
and incompatible reaction of 1,1-Bis(tertbutylperoxy) cyclohexane/ 薛 光 華
(Kuang-Hua Hsueh)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薛光華, 11103 .-- 75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697-9 (平裝) 普遍
級
SweetHouse 松尼奇尼: 小松鼠的誕生
/松尼奇尼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松尼
創意國際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91-1-3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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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RT 澎派人氣甜塔,熱賣款食譜初
公開!: 製作技巧不藏私,在家也能做
出 職 人 級 美 味 / 張 智 傑 (Ivan Chang)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126-3 (EPUB) 普遍級
Taw'uxaw ta Kakitan Oho 請敘述你所
看見的/李淑芬作.朗讀 .-- 臺南市 : 南
市西拉雅文化山城社區合作社,
11101 .-- 約 7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205-6-4 (1CD: 有 聲 書 光 碟 片 )
NT$350 普遍級
The condition of language/林孜郁(Tzu
Yu Allison Lin)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8-31-9 (EPUB) 普遍
級
The cycle of beauty: lifetime after
lifetime/Shih Cheng Yen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靜思人文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24-3-5 (EPUB) 普遍
級
The elements of writing-paragraphs/ 張
國峰編著 .-- 臺北市 : 智擎數位科技,
11103 .-- 183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538-5-9 (平裝) 普遍級
The fountain of repair, Osteoarthritis,
Sarcopenia, to prevention of Alzheimer`s
disease, dementia and anti-aging,
reference manual.e/William Han .-- 2.0 .- 新北市 : 韓治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725-9 (EPUB) 普
遍級
The pronun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
characters listed in hundreds familyname/radical index plus writing radicalcharacters/Jane S. J. Lin 鄭淑真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3 .-- 1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290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*Web:AI 智慧生活應用/蔡宜坦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4-084-1
(PDF) NT$380 普遍級
WFH 在家工作的成功祕訣: 美國中
小企業最佳 CEO 教你高效、彈性、
具團隊精神的企業競爭新優勢/羅伯
特.格雷瑟(Robert Glazer), 米克.史隆
著(Mick Sloan); 孟令函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

ISBN 978-957-32-9440-5 (EPUB) 普遍
級

北市 : 深智數位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6-87-4 (PDF) 普遍級

Where 旅遊味: 美食台南/劉建德總編
輯 .-- 新北市 : 捷沛實業, 11101 .-- 8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35-77 (平裝) 普遍級

一本書讀懂日本史/劉觀其著 .-- 第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2-408-1 (EPUB)
NT$350 普遍級

Working English/Jamie Blackler .-- first
edition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1102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22-87-2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22-88-9
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2289-6 (第 3 冊:平裝) 普遍級

一本書讀懂英國史/劉觀其著 .-- 第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92-409-8 (EPUB)
NT$380 普遍級

*Xqinenglish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
xiangqi (Chinese chess)/by Jim Png Hau
Cheng .-- 新北市 : 方浩鑒, 11101 .-3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68-6 (平裝) 普遍級
YES,I can 豐盛顯化: 我的美好生活提
案/顯化事務所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靛藍出版, 11101 .-- 128 面; 1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925-2-5 ( 平 裝 )
NT$198 普遍級
[消防設備師士]水與化學系統消防
安全設備(含概要)/傅維廷編著 .-- 第
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0-880-6 (PDF) 普遍級
「國際傳播」國際化/李金銓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88-4 (EPUB)
普遍級
「國際傳播」國際化/李金銓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191-4 (PDF)
普遍級
一人食光: 小廚房也能輕鬆做,50 道
好吃又好拍、兼顧健康又暖心的輕
食料理,我家就是咖啡館,自煮時代的
優雅生活提案!/曲文瑩著 .-- 臺北市 :
積木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89-7 (EPUB) 普遍級
一口氣背 7000 字(精簡版)(創新錄音
版 )=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
7000/劉毅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學
習, 11102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1-471-5 (平裝) NT$250 普
遍級
一本書秒殺電腦視覺最新應用: 80 個
Python 大師級實例/張德豐編著 .-- 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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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7-6-6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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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7-7-3 (PDF)
普遍級
一看就懂超實用,圖解中醫面診手診
脈診/武建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橡實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5-12-7 (EPUB) NT$315 普
遍級
一個人/莫渝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
威資訊科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8-40-1 (EPUB) 普遍
級
九型人格覺醒指南: 走過三階段蛻變
旅程,遇見更好的自己/碧翠絲.切斯
納 (Beatrice Chestnut), 烏 瑞 尼 . 佩 斯
(Uranio Paes)著; 謝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436-8 (EPUB) 普遍級
九歌小說選. 一一 0 年/鍾文音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418-3 (PDF)
普遍級
九歌散文選. 一一 0 年/孫梓評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419-0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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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11-246-0 (EPUB) NT$3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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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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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Oliver Burkeman)著; 許恬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97-0
(EPUB) 普遍級
人生可以沒有背景、沒有光環,但不
能沒有人脈/蕭正奇編著 .-- 臺北市 :
華志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20-3-8 (PDF) NT$260 普遍
級
人生劇本: 心理學大師的人際溝通分
析學/克勞德.史坦納(Claude Steiner)
著; 洪夏天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49-6 (EPUB) 普遍級
人間/又吉直樹作; 詹慕如譯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764-1 (EPUB) 普遍
級
人類的故事/亨德里克.威廉.房龍著;
谷意, 郭燕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7541-9 (全套: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丈夫守則與「齊家」之道: 清代家訓
中的男性建構/何宇軒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41-8
(EPUB) 普遍級
上一堂人生國文課: 希望老師有教我
的事,關於際遇、抉擇、傷痛,以及無
論順逆都能優雅起身/羊咩老師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51-1 (EPUB)
普遍級
*上岸: 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
獎人間禪詩及人間佛教散文得獎作
品集/無花, 黃慧等著 .-- 高雄市 : 佛
光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7-621-0 (EPUB) NT$320 普
遍級
上班何須太委屈,轉職身價再晉級:
LinkedIn 日本負責人教你找出職能優
勢標籤,成就理想的工作與人生/村上
臣著; 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9-23-1 (EPUB) 普遍級
上班何須太委屈,轉職身價再晉級:
LinkedIn 日本負責人教你找出職能優
勢標籤,成就理想的工作與人生/村上
臣著; 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9-29-3 (PDF) 普遍級

大不列顛小怪癖: 讀者太太的英國文
化驚奇點評/讀者太太作.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約 300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99-7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60 .-- ISBN
978-626-335-000-7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360 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986-87253-5-5 (平裝)
普遍級

大地魔法/史考特.康寧罕作; 林惠敏
譯 .-- 1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09-3
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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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4-39-4 (PDF) 普遍級

大地魔法/史考特.康寧罕作; 林惠敏
譯 .-- 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楓 樹 林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8-12-3 (PDF) 普遍級
大谷翔平: 天才二刀流挑戰不可能的
傳奇全紀錄/張尤金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奇光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69-4-7 (EPUB) NT$480 普
遍級
大谷翔平: 天才二刀流挑戰不可能的
傳奇全紀錄/張尤金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奇光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69-5-4 (PDF) NT$480 普遍
級
大乘百法明門論直解/天親菩薩造論;
蕅益大師直解 .-- 臺中市 : 中市佛教
蓮社, 11101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953-7-8 (平裝) 普遍級

大悲咒、十小咒、心經/ .-- 一版二
刷 .-- 新北市 : 玄奘印刷文化, 11103 .- 3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61-7-6 (中 56K 經摺裝) NT$140 普
遍級

大撒錢/巴瑞.里索茲(Barry Ritholtz),
亞隆.塔斯克(Aaron Task)作; 陳松筠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19-0
(PDF) 普遍級
大撒錢/巴瑞.里索茲(Barry Ritholtz),
亞隆.塔斯克(Aaron Task)作; 陳松筠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20-6
(EPUB) 普遍級
女巫阿娥的香料廚房: 活用四季常備
香料,做出健康療癒的餐桌風景/女巫
阿娥(洪慧芳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212-6 (EPUB) 普遍級

大海借路/周梅春作 .-- 臺北市 : 玉山
社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94-305-2 (EPUB) 普遍級

女巫阿娥的香料廚房: 活用四季常備
香料,做出健康療癒的餐桌風景/女巫
阿娥(洪慧芳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213-3 (PDF) 普遍級

大 清 帝 國 的 衰 亡 / 魏 斐 德 (Frederic
Wakeman, Jr.)著; 廖彥博譯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13-7 (EPUB)
NT$420 普遍級

女性主義經典選讀(重要經典著作摘
譯與解讀 50 編)/顧燕翎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貓頭鷹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262-537-8
(EPUB)
NT$531 普遍級

大 清 帝 國 的 衰 亡 / 魏 斐 德 (Frederic
Wakeman, Jr.)著; 廖彥博譯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14-4 (PDF)
NT$420 普遍級

女神狀態/文飛(Dana)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27-0 (PDF) 普遍級

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: 冷戰時代滯港
及流亡海外的第三勢力滄桑錄/陳正
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11-242-2 (EPUB) NT$480 普遍級
大鹿圖= Dàlù tú/陳曉朋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Studio 116, 11102 .-- 46 面; 30 公

女神狀態/文飛(Dana)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29-4 (EPUB) 普遍
級
子娟造字: 穆思後/子娟著 .-- 初版 .-花蓮縣 : 勝驛璽月文化, 11103 .-- 197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83-21 (精裝) NT$1970 普遍級
小蘇打的驚人療效: 臨床實證,從感
冒、胃酸過多、氣喘、糖尿病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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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壓到癌症,都能神奇治療!/馬克.史
克斯(Mark Sircus)著; 祁雅媚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60-9
(EPUB) 普遍級
山海無雙: 國家公園替代役的山野紀
行/楊政峰著 .-- 一版 .-- 屏東縣 : 楊政
峰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9742-6 (PDF) 普遍級
工作焦慮: 這個世代的上班族七成心
裡都有病,解決壓力與倦怠的 8 個方
法 / 艾 德 里 安 . 高 斯 蒂 克 (Adrian
Gostick), 切斯特.艾爾頓(Chester Elton)
著; 曾琳之譯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346-7 (EPUB) 普遍級
工事安全衛生精實管理/彭元傑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64-8 (PDF)
普遍級
不生病的生活真好: 寫給你的健康長
壽寶典/鈴木祐著; 李璦祺譯 .-- 臺北
市 : 大田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79-717-5 (EPUB) 普遍級
不能去日本也沒關係!: 偽出國島內
SHOPPING,讓你把百樣商品帶回家/
禾白小三撇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
行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43-1-5 (PDF) 普遍級
不買衣服的新生活/任多惠作; 余映
萱譯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574-0-0
(EPUB) 普遍級
中國大陸研究概論/過子庸著 .-- 3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49-5 (PDF)
普遍級
中國文人盛事紀要五千年/楊塵著 .-初版 .-- 新竹縣 : 楊塵文創工作室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273-8-3 (PDF) NT$350 普遍級
中國期刊--創刊詞錄/王修求編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樹人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082-4-2 (PDF)
NT$500 普遍級
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/詹益能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中醫師
公會, 11103 .-- 40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473-2-5 (第 12 冊:光碟片)
NT$800 普遍級

五毛錢的力量(經典版): 花蓮慈濟百
號委員口述歷史/江淑怡, 沈昱儀, 黃
基淦, 賴睿伶, 羅世明, 曹慧如, 俸開
璿, 張翎慧, 陳若儀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96-97-1 (PDF) 普遍級
五行裡的世界史: 白靈新詩演義/顧
嘉鏗編; 余境熹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經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350-1-9 (EPUB) 普遍級
今年我想這樣生活: 全新生活提案/
布萊恩.E.羅賓森(Bryan E. Robinson)
著; 李芳齡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星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03-7-6 (EPUB) 普遍級
元宇宙: 全面即懂 metaverse 的第一本
書/李丞桓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757-3 (EPUB) 普遍級
元宇宙時代 全球經濟新霸主/山本康
正著; 尤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39-7 (EPUB) 普遍級
元素單字大全/原島廣至作; 李依珊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7-757-1 (EPUB) 普遍級
元素單字大全/原島廣至作; 李依珊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7-759-5 (PDF) 普遍級
內向軟腳蝦的超速行銷: 哈佛、國際
頂尖期刊實證,不見面、不打電話、
不必拜託別人,簡單運用行為科學,只
寫一句話也能不著痕跡改變人心/川
上徹也著; 張嘉芬譯; 石 川裕紀插
畫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22-1
(EPUB) 普遍級
*內部稽核概論/王怡心, 黎振宜著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16-0
(EPUB) 普遍級
公司治理重要判決解讀: 董事責任參
考指引/朱德芳, 林建中, 郭大維, 張心
悌作 .-- 臺北市 :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,
11101 .-- 271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738-4-7 (精裝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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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2-031-4 (EPUB) 普遍
級

心語/邱正雄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游
明釗, 11101 .-- 24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30-3 (精裝) 普遍級

天才作曲家跟你想的不一樣: 透過 12
位大師的逗趣人生,按下認識古典樂
的快速鍵!/Yuka Yamamichi 圖.文; 蕭
辰倢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127-0 (EPUB) 普遍級

心靈動力視角的<<老子>>與<<賽斯
書>>/洪燕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
華文創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1-244-6 (EPUB) NT$460 普
遍級

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. 第二
十屆: 天人合力共挽劫運/黃藏瑩(緒
我)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天帝教
天人研究總院, 11103 .-- 34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649-1-6 (平裝)
普遍級
天真的目擊者: 二次大戰的孩子們最
後 的 回 憶 錄 / 瑪 莉 蓮 . 亞 隆 (Marilyn
Yalom)著; 劉卉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貓頭鷹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2-536-1 (EPUB) NT$364 普
遍級
天能勁源 世界更好/黃正斌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天能勁源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1-1-8 (PDF)
普遍級
天堂旅行團/張嘉佳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61-11-4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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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65-5 (PDF)
普遍級
巴黎,不散的饗宴: 海明威的巴黎歲
月/海明威(Ernest Hemingway)著; 劉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33-5
(EPUB) 普遍級
心智致勝: 用創新思維實現人生目標
/拿破崙.希爾作; 謝孟庭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437-5 (EPUB) 普遍
級
心與身體的真實關係?: 靈性健康生
活/大川隆法作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
小組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
福科學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515-6-9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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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遊開發: 從架構到行銷的 49 堂課/
永田峰弘, 大嶋剛直, 福島光輝著; 陳
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128-7 (EPUB) 普遍級
文化雙融: 執兩用中的策略新思維/
陳明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672-9 (PDF) 普遍級
文言文很容易/段張取藝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任性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349-8-2 (EPUB) 普遍
級
文言文很容易/段張取藝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任性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349-9-9 (PDF) 普遍級
文昌帝君回天寶籙譯註/吳剛毅(彌雅)
編著 .-- 1 版 .-- 基隆市 : 吳剛毅,
11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29-7 (PDF) 普遍級
文明的腳印(50 週年經典紀念版)/肯
尼斯.克拉克(Kenneth Clark)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1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677-2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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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4-20-9 (EPUB) 普遍級
日本建築美學: 特色建築大剖析,從
古民家、寺社、城堡、庭院到近現
代 建 築 , 相 關 知 識 一 本 解 決 !/Studio
Work 著; 吳昱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晨星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0-077-7 (EPUB) 普遍級
日本紙上行旅: 私藏東京.橫濱古今
紀行、鐵道旅人走進北海道/原島廣
至, 牛奶杰著; 鄭景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7065-17-4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279 普遍級

*日本漢文學家傳論/余金龍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合慶國際圖書, 11012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97403-8-8 (第 1
冊 : 平 裝 ) NT$500 .-- ISBN 978-98697403-9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500 .-ISBN 978-626-95669-0-7 (第 3 冊: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
水保技師電子報彙編: 2018 年 12 月
(創刊號)-2021 年 12 月(37 期)/社團法
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
公會, 11101 .-- 5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863-5-8 (平裝) NT$500 普
遍級

日本語専攻の台湾人大学生の日本
語表現における問題点の分析及び
表現力向上支援の理念と実践/黃英
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瑞蘭國際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0-59-1 (PDF) 普遍級

水彩調色與技法: 認識顏料特性與調
色原理,學習運用 11 種基礎色創造出
最大色彩範圍,建立個人專屬調色盤/
伊莎貝.侯洛芙(Isabelle Roelofs), 法比
安.佩堤里雍(Fabien Petillion)著; 韓書
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388-0 (EPUB) 普遍級

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. 下/湯廷池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致 良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4-42-1 (PDF) 普遍級
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. 上/湯廷池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致 良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4-40-7 (PDF) 普遍級
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. 中/湯廷池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致 良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4-41-4 (PDF) 普遍級
日 本 語 言 語 学 研 究 入 門 = An
introductory
study
of
Japanese
linquistics/湯廷池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致良, 1101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54-37-7 (上冊:平裝) NT$450 .-ISBN 978-986-0754-38-4 (中冊:平裝)
NT$450 .-- ISBN 978-986-0754-39-1 (下
冊: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日常器皿/生活圖鑑編輯部著; 蔡欣
妤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日 出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4-21-6 (EPUB) 普遍級
*日語句型與文法/余金龍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合慶國際圖書, 11012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97403-6-4 (第 5
冊 : 平 裝 ) NT$300 .-- ISBN 978-98697403-7-1 (第 6 冊:平裝) NT$300 普遍
級
月娘照眠牀/簡媜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31-4 (EPUB)
普遍級
月瓢/陳景亮著作 .-- 新北市 : 阿亮 Ah
Leon, 11102 .-- 224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56-3 (平裝) 普遍級

水豚讀<<論語>>/曾暐傑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153-9-4 (EPUB)
NT$350 普遍級
水晶曼陀羅神諭卡= Crystal mandala
oracle/ 阿 蓮 娜 . 菲 雀 爾 德 (Alana
Fairchild)著; 王若睎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生命潛能文化, 11104 .-- 240 面;
2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18-4-4 (平
裝) NT$1580 普遍級
世界級葡萄酒大師: 品酒超入門/珍
希絲.羅賓森(Jancis Robinson)著; 屈享
平審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9-80-7 (EPUB) 普遍級
世界最偉大的 16 部經濟學經典/李旭
東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20-4-5
(PDF) NT$280 普遍級
世界橡實圖鑑/德永桂子, 原正利著;
謝薾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779-2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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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5-089-8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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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3-162-2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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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170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2-032-1
(EPUB) 普遍級
冬季限定/郭霖文字.攝影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郭霖, 11101 .-- 36 面; 1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668-9 (平裝)
NT$250 普遍級
加減乘除/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36-9 (EPUB)
普遍級
*功夫鴨湯煲料理包之技術開發/陳
文東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睿煜,
11101 .-- 3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59-54-1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北台灣一日小旅行: 基北 8 條路線 X
桃竹 5 大特區 X 宜蘭 35 個吃喝玩樂
要點/東販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9-129-4 (EPUB) 普遍
級
半導體元件物理與製程: 理論與實務
/劉傳璽, 陳進來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28-0 (PDF) 普遍級
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/郝妮爾作 .-- 臺
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5-3-6 (EPUB)
普遍級
古人原來很會過日子/王磊著 .-- 臺北
市 : 麥田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180-7 (EPUB) NT$224 普
遍級
古生物終極生存圖鑑/土屋健著; 賴
慧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4-21-1 (EPUB) NT$420 普遍級
另一雙善意的眼睛: 以學生學習為中
心的教學觀察與回饋/張德銳, 賴光
真, 張民杰, 袁薏淳, 鄧美珠, 朱逸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69-9
(PDF) 普遍級
只賣我想要的: 不打廣告、不做市場
行銷,也能創造好業績!/野崎亙著; 連
雪雅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1-336-4 (EPUB) 普遍級
史旦尼斯拉夫斯基畫傳/鄭君里著;
李行工作室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
新銳文創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0-95-1 (EPUB) 普遍級
台中.跟著故事走/台灣東販編輯部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140-9 (EPUB) 普遍級
台北國際藝術村年鑑. 2021= Taipei
artist village yearbook. 2021/李曉雯總
編輯 .-- 臺北市 :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
術村營運部, 11102 .-- 108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832-5-4 (平裝)
普遍級
台北當代藝術館年報. 2020/駱麗真總
編輯 .-- 臺北市 : 臺北當代藝術館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63-6-5 (PDF) 普遍級
台 灣 指 南 ( 中 英 對 照 )= Directory of
Taiwan/台灣英文新聞廣告部編著 .-七 版 .-- 臺 北 市 : 台 灣 英 文 新 聞 ,
11103 .-- 6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676-3-1 (平裝) NT$400 普遍級
台灣海報設計協會暨國際海報邀請
展. 2021: 流光瞬息. 設計 30= 2021
Taiwan Poster Design Association
Exhibition/ International Invitational
Poster Exhibition: rolling after generation
design 30/林鴻彰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, 11102 .-224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5101-8-0 (平裝) 普遍級
台灣茶山裡的雲雀再現: 閩南山歌傳
唱/翁劉麵, 吳三田, 吳王金枝, 胡吳蜜
創作.唸唱; 秦秀蘭採錄.主編 .-- 初
版 .-- 嘉義縣 : 台灣新高齡社區健康
發展學會, 11102 .-- 3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95-0-2 ( 精 裝 )
NT$400 普遍級
台灣華俳精選/洪郁芬主編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5-626-0 (EPUB) 普
遍級
台灣電影年鑑. 2021/王君琦總編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
化中心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546-6 (PDF) 普遍級
四年沒睡: 我的頑強人生/許春穗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17-7
(PDF) 普遍級

外星人到地球投資股票卻沒有注意
風險/馬克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證券交易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85460-6-6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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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4-42-4 (PDF) 普遍級
左撇子的隱形優勢: 看過上萬人腦部
影像的名醫教你將天賦才華發揮到
120% 的 關 鍵 / 加 藤 俊 德 著 ; 陳 聖 怡
譯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616-6 (PDF)
普遍級
打敗疫情: 1 年賺 1400 萬的肥羊養股
術/ 翁建原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Smart 智富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59-1-7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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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0744-61-3
(EPUB)
NT$3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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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4-62-0 (PDF) NT$350
普遍級
打造太平洋: 追求貿易自由、捕鯨與
科學探索,改變人類未來的七段航程/
大衛.伊格勒(David Igler)著; 丁超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80-5
(PDF) 普遍級
打造太平洋: 追求貿易自由、捕鯨與
科學探索,改變人類未來的七段航程/
大衛.伊格勒(David Igler)著; 丁超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81-2
(EPUB) 普遍級
打造恆久卓越企業/詹姆.柯林斯(Jim
Collins), 比爾.雷吉爾(Bill Lazier)著;
齊若蘭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171

雜誌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98-740-6 (EPUB) 普遍級
打造高速網站從網站指標開始: 全方
位提升使用者體驗與流量的關鍵/唐
心皓(Summer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3-030-6 (PDF) NT$600 普遍
級
打造高速網站從網站指標開始: 全方
位提升使用者體驗與流量的關鍵/唐
心皓(Summer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3-031-3 (EPUB) NT$600 普
遍級
未來的設計創造: 打開你的五感六覺、
接軌場景、逆算時代,提煉跨界創新
與創造未來的關鍵能力/林承毅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果力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70-2-8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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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高寶國際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350-4 (EPUB) 普遍級
正見,近乎佛教徒/宗薩蔣揚欽哲諾布
作; 姚仁喜譯; 徐壽柏朗讀 .-- 臺北市 :
鏡文學, 11101 .-- 約 350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054-38-3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普遍級
正面迎擊人生大魔王: 每個磨難,都
是祝福的證明/黃昭瑛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60-7 (PDF)
普遍級
正面迎擊人生大魔王: 每個磨難,都
是祝福的證明/黃昭瑛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61-4 (EPUB)
普遍級
永遠的台灣島: 1945 年,舊制台北高
校生眼中敗戰的台北/竹內昭太郎著;
林芬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19-635-8 (EPUB) 普遍級
瓦器裡的寶貝: 透過艾瑞克森心理社
會發展理論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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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94-7-7 (PDF) NT$360 普遍級
生死存亡十二年: 平定縣的抗戰、內
戰與土改/郝志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華文創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711-243-9
(EPUB)
NT$670 普遍級
生命是一場尋求慰藉的旅程/葉禮廷
Michael Ignatieff 著; 謝佩妏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50-2 (EPUB)
普遍級
生酮治病飲食全書(暢銷慶功版): 酮
體自救飲食者最真實的成功告白/吉
米.摩爾(Jimmy Moore), 艾瑞克.魏斯
特曼(Eric C. Westman)作; 游懿萱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61-6
(EPUB) 普遍級

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82-8 (線上有
聲書(MP3)) NT$525 普遍級
田文筆-向百位當代藝術家致敬雕塑
巡迴展/田文筆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
田文筆, 11101 .-- 250 面; 29X29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728-0 (平裝) 普遍
級
白神小玉酵母輕鬆烤出柔軟麵包/吳
克己著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65-18-1
(PDF) 普遍級
白神小玉酵母輕鬆烤出柔軟麵包/吳
克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5-23-5 (EPUB) NT$380 普遍級
*白鷺鷥與鄰居攝影集/郭王寶梅, 郭
英雄合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郭英雄,
11101 .-- 154 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696-2 (平裝) NT$600 普
遍級

用 IG 思維,做自己的學涯設計師: 100
天書寫,學習歷程絕對出色!/陳坤平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172-0 (EPUB) 普遍級

目擊者: 作為歷史證據的圖像運用/
彼得.柏克(Peter Burke)作; 郭書瑄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73-5 (PDF) 普遍級

用英文繪本讀出孩子的素養力/劉怡
伶 Daphn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9-26-2 (PDF) 普遍級

穴療: 對症按摩 x 拍打 x 刮痧,小病自
己來!/陳品洋編審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博思智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733-3-2 (PDF) NT$225
普遍級

用英文繪本讀出孩子的素養力: 輕鬆
三步驟，漫談新課綱 19 大議題/劉怡
伶 Daphn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9-20-0 (EPUB) 普遍級
用愛行醫四十年: 蘇聰賢醫師行醫紀
錄/蘇聰賢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
婦女健康暨泌尿基金會, 11101 .-- 2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66-09 (精裝) NT$1000 普遍級
用腦品酒: 葡萄酒「品」什麼?頂尖
侍酒師精心設計,給飲者的感官基礎
必 修課 , 由 外而內 整合 你的 「品 飲
腦」!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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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81-1 (EPUB) 普遍級
田口護談待客之道: 巴哈咖啡館深得
人心的服務思惟與店面經營/田口護
作; 王淑儀譯; 余宗翰朗讀 .-- 臺北市 :
積木文化, 11102 .-- 約 360 分面; 公

丟掉人生清單,定義自己的快樂結局:
別再勉強硬撐了!少做這 23 件事,你
會活得更幸福/本田晃一著; 陳姵君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130-0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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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亮家居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麥浩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85-3 (PDF) 普遍級
休閒旅遊概論/顏建賢, 周玉娥著 .-五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8-070-0
(PDF) 普遍級
休閒農場友善服務與設施營造圖例/
林鑑澄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
灣休閒農業學會, 11012 .-- 10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1945-1-9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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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陰走過的南方/辛金順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卯月霽商行, 1101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14-7-8 (PDF)
NT$210 普遍級
先行者: 名醫劉偉民逆流而上的人生
/劉偉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816-3 (EPUB) 普遍級
全方位.2030 企業永續指南: 瞄準商
業趨勢、ESG 企業投資、優化組織、
綠色供應鏈......一步到位/田瀨和夫,
永續發展事務所(SDG Partners)合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12-4 (PDF) NT$450 普遍級
全方位.2030 企業永續指南: 瞄準商
業趨勢、ESG 企業投資、優化組織、
綠色供應鏈......一步到位/田瀨和夫,
永續發展事務所(SDG Partners)合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18-6 (EPUB) NT$450 普遍級
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運動公開
男子組十項混合全能運動金牌. 一 0
九年/林坤和著 .-- 臺南市 : 靝巨書局,
11101 .-- 7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134-9-3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: 一段
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/皮國立
著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66-9 (PDF)
普遍級
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: 一段
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/皮國立
著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67-6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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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76-8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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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77-5
(PDF) 普遍級
共和國之夢/履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聯合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323-433-3 (EPUB) 普遍
級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20-1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63-7
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再見,烏斯曼: 義大利移工的隱性剝
削/白曉紅(Hsiao-Hung Pai)著; 吳侑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72-6-2 (PDF) 普遍級

多用圖法典保險法/格法著 .-- 三版 .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102 .-- 3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178-8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
安心養老: 心智障礙者老化服務手冊
/ 財團法人育成社 會福利 基金會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64-4
(EPUB) NT$300 普遍級

再見,烏斯曼: 義大利移工的隱性剝
削/白曉紅(Hsiao-Hung Pai)著; 吳侑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872-8-6 (EPUB) 普遍級

多職新世代的聰明工作術: 利用興趣
開創複業,享受財富多元、自由多元
的 Plus+生活!/土谷愛著; 陳姵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31-7
(EPUB) 普遍級

吉檀迦利/羅賓德拉納特.泰戈爾作;
聞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30-9-1 (EPUB) 普遍級

夸父追日桃花遠 詩集/李子介編著 .-1 版 .-- 高雄市 : 李子介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19-8
(EPUB) 普遍級

吉檀迦利/羅賓德拉納特.泰戈爾作;
聞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人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62-0-3 (PDF) 普遍級

好話一牛車: 臺灣勸世四句聯/林仙
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卯月霽商行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14-8-5 (PDF) NT$210 普遍級

吃出天生燒油好體質: 根治飲食法,
讓你要瘦就瘦,要健康就健康!/賴宇
凡著 .-- 臺北市 : 優食文化志業有限
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65-2-5 (EPUB) 普遍級

如何思考怪誕現象: 美國大學通識課
告訴你,辨識真偽的思考法則與練習/
小狄奧多.希克(Theodore Schick Jr.),
路易斯.沃恩(Lewis Vaughn)著; 張簡
守展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4-25-4 (EPUB) 普遍級

吃出逆齡好膚質/好食課營養師團隊
著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-13-1
(PDF) NT$420 普遍級
吃出逆齡好膚質/好食課營養師團隊
著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9-14-8
(EPUB) NT$420 普遍級
地底世界地圖: 隕石坑、螢光蟲洞、
皇陵、古城、隧道、防空洞、地下
鐵、藏寶庫......探訪埋藏人類歷史與
記憶的地下殿堂/克里斯.費區(Chris
Fitch)著; 林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210-2 (EPUB) 普遍級
地底世界地圖: 隕石坑、螢光蟲洞、
皇陵、古城、隧道、防空洞、地下
鐵、藏寶庫......探訪埋藏人類歷史與
記憶的地下殿堂/克里斯.費區(Chris
Fitch)著; 林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211-9 (PDF) 普遍級
在忙碌的生活中尋找真正的禪佛智
慧/吳正清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

如果文學很簡單,我們也不用這麼辛
苦/郭強生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4-121-6 (PDF) 普遍級
如果文學很簡單,我們也不用這麼辛
苦/郭強生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4-122-3 (EPUB) 普遍級
如果理想生活還在半路/柯采岑
(Audrey Ko)著 .-- 臺北市 : 悅知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93-2-8 (PDF) 普遍級
如果還有明天/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天下生活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59-5-6 (EPUB) 普遍級
字現場: 設計手法 X 創意來源 X 配色
靈感,當代標題字案例全解析/gaatii
光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8-783-9 (EPUB) 普遍級
安心養老: 心智障礙者老化服務手冊
/ 財團法人育成社 會福利 基金會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101 .-173

年輕人,想什麼?當個主管也太難了!
被動、自以為是、愛頂嘴、特立獨
行......年輕人就是這麼愛搞怪,身為
上司應該怎麼辦?/蔡宜潔, 吳利平, 王
衛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2-019-2 (EPUB) 普遍級
成長需要界線: 成長神學 Mini 版/克
勞 德 (Henry Cloud), 湯 森 德 (John
Townsend)作; 陳思韞譯 .-- 新北市 : 校
園書房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8-920-4 (EPUB) 普遍級
早安,古埃及/劉增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7-544-0 (全套:平裝) NT$900 普
遍級
有人脈,成功就像坐電梯: 無人脈,成
功就像爬樓梯/蕭正奇編著 .-- 臺北
市 : 華志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720-2-1 (PDF) NT$260
普遍級
有感的設計: 結合不同設計策略,強
化優勢、減少阻力,你就可能挖到金
礦/戴博拉.納斯(Deborah Nas)著; 方祖
芳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流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441-2 (EPUB) 普遍級
有趣到不想睡 世界史輕鬆讀/鈴木旭
著; 李雅婷, 劉愛夌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晨星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0-085-2 (EPUB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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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17-8-0 (PDF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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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17-9-7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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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大 旗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47-4-3 (EPUB) 普遍級

335-002-1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
NT$499 普遍級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2-029-1 (PDF) 普遍級

此後微微: 一人一貓的多情記敘/馮
平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8-42-5 (EPUB) 普遍級

血型星座順時鐘: 最齊全的血型星座
大解析套書組/米蘭達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讀品文化, 11103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53-163-9 (全套:平裝)
NT$749 普遍級

佛陀真身骨舍利開塔儀式 灑淨儀式
上供儀式合集/惟俊比丘尼彙編 .-- 初
版 .-- 南投縣 : 南林, 11101 .-- 21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6-4-3 (平
裝) 普遍級

江恩角度 K 線: 華爾街交易成功率
90%的投資傳奇,用 166 張 K 線圖教
你看出支撐與壓力,抓住波段買賣點,
暴賺 5000 萬美元!/楊金著 .-- 新北市 :
大樂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4-83-4 (PDF) 普遍級

血糖肥肉一起甩: 吃對黑巧克力,血
糖、血壓一起降!、吃越多瘦越快/栗
原毅, 高橋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出色文化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7065-15-0 (全套:平裝) NT$720 普
遍級

佛教禪定學/陳兵著 .-- 高雄市 : 佛光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57-614-2 (EPUB) 普遍級

百萬粉絲 Youtuber 網紅的成功法則/
胡昭民, 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3-019-1 (PDF) NT$560 普遍
級

行走的人: 獲致幸福的恬靜藝術/大
衛.勒.布雷頓 David le Breton 著; 粘耿
嘉譯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718-2 (EPUB)
普遍級

佛教禪定學. 上冊/陳兵著 .-- 高雄市 :
佛光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7-615-9 (EPUB) 普遍級

百萬粉絲 Youtuber 網紅的成功法則/
胡昭民, 吳燦銘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博碩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33-032-0 (EPUB) NT$560 普
遍級

行政法學霸筆記書. I/法科先生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102 .-- 67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892-66 (平裝) NT$650 普遍級

老子易道概论/耿大祥作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寒亭書社, 11012 .-- 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84-3-8 (平裝)
NT$50 普遍級
*老子易道概論/耿大祥作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寒亭書社, 11012 .-- 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584-2-1 (平裝)
NT$50 普遍級
老闆當你心腹,部屬一路跟隨的「主
管假面思維」: 別鬧了!工作就是為
了拿高薪、升職快,絕不是來當爛好
人、被喜歡/安藤廣大(Kodai Ando)著;
羅淑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72-1 (EPUB) 普遍級

西廂記版畫藝術: 從蘇州版畫插圖到
「西洋鏡」畫片/徐文琴著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96-8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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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2-033-8 (EPUB) 普遍
級
西藏,焚燒的雪域: 一九四七年後的
西藏現代史/茨仁夏加(Tsering Shakya)
著; 謝惟敏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左
岸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46-3-7 (PDF) 普遍級

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= Power English:
reading skills/林素娥, 大衛.杜(David
Doyle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103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50-613 (全套:精裝) NT$1200 普遍級

西藏,焚燒的雪域: 一九四七年後的
西藏現代史/茨仁夏加(Tsering Shakya)
著; 謝惟敏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左
岸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46-4-4 (EPUB) 普遍級

艾爾摩沙的瑪利亞/曹銘宗作; 曹銘
宗, 李英立, 郭霖, 孫若瑜, 陳進益, 胡
鎮璽, 高銘孝, 陳余寬, 夏治世, 邵芷
耘, 周映慈, 穆火杉朗讀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102 .-- 約 40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01-4 (線上有
聲書(MP3)) NT$499 .-- ISBN 978-626-

西藏旅行記/河口慧海著; 吳繼文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79-7 (EPUB) NT$546 普遍級
住宅空間設計/沈渝德, 劉冬編著 .-修 訂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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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禪定學. 下冊/陳兵著 .-- 高雄市 :
佛光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7-616-6 (EPUB) 普遍級

佛教禪定學. 中冊/陳兵著 .-- 高雄市 :
佛光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7-617-3 (EPUB) 普遍級
佛像安座儀式/惟俊比丘尼彙編 .-- 初
版 .-- 南投縣 : 南林, 11101 .-- 23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16-2-9 (平
裝) 普遍級
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、菩薩行
五十緣身經(合訂本)/ .-- 臺中市 : 法
藏文化, 11103 .-- 3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52-1-9 (平裝) 普遍
級
佛歡喜日自恣獻供儀軌/惟俊比丘尼
彙 編 .-- 初 版 .-- 南 投 縣 : 南 林 ,
11101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16-3-6 (平裝) 普遍級
作個真門徒/斯托得(John Stott)著; 江
蕙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925-9 (EPUB) 普遍級
你也要喜歡,贏過你自己: 梅姬 LU 讀
解理財、兩性、職場、興趣、成長
人生 5 大領域,從零開始所明白的事。
/梅姬 LU 作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6-98-8 (EPUB) 普遍級
你不必口吐荊棘,也能活得自信鋒利:
溫柔堅定的表達,展現自己的職場價
值,貴人自然源源不斷/沈熙靜著; 劉
小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24-2 (PDF) 普遍級
你不必口吐荊棘,也能活得自信鋒利:
溫柔堅定的表達,展現自己的職場價

值,貴人自然源源不斷/沈熙靜著; 劉
小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25-9 (EPUB) 普遍級
你不用看別人臉色也可以活得很好:
果斷拒絕利用你的善良來削感情的
人/韓慶恩著; 胡椒筒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6-37-1 (PDF) 普遍級
你永遠都可以有選擇: 面對無所不在
的「道德困境」,我們要如何作出正
確 的 判 斷 ?/ 蘇 珊 . 利 奧 陶 德 (Susan
Liautaud), 麗 莎 . 史 威 廷 安 (Lisa
Sweetingham)著; 洪世民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59-0 (PDF)
普遍級
*你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了嗎?. Vol.4,
點亮心世界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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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58-3-6 (EPUB)
普遍級
你的深情是因為你很好,不是他很好/
金達著; 馮燕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726-6 (PDF) 普遍級
你的深情是因為你很好,不是他很好/
金達著; 馮燕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727-3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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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2-038-3 (EPUB) 普遍
級
你現在正在焦慮,你的對手也是/陳侯
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56-0 (PDF) 普遍級
你現在正在焦慮,你的對手也是/陳侯
勳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57-7 (EPUB) 普遍級
余英時回憶錄/余英時作; 莫子儀朗
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101 .-- 約 66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37-6
(線上有聲書(MP3)) 普遍級

努力有底線,不拚更能贏: 「對的放
棄 」徹 底擺脫 壓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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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74-5
(EPUB) 普遍級
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74-7 (PDF) 普遍級

吳景超日記: 劫後災黎/吳景超原著;
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
文創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0-97-5 (EPUB) 普遍級

吳墉祥在台日記（1966）/吳墉祥原
著; 馬國安主編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史
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36-61-7 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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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0-98-2 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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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38-4-4 (EPUB) 普遍級
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6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67-9 (EPUB) 普遍
級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7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68-6 (PDF) 普遍級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7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69-3 (EPUB) 普遍
級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8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70-9 (PDF) 普遍級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8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71-6 (EPUB) 普遍
級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9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72-3 (PDF) 普遍級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69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73-0 (EPUB) 普遍
級
吳墉祥在台日記(1970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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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墉祥在台日記(1970)/吳墉祥原著;
馬國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
歷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75-4 (EPUB) 普遍
級

*希臘神話故事: 原來神明這麼有事:
從諸神的愛恨情仇看人性/徐宇辰作.
主講 .-- 新北市 : 一刻鯨選, 11101 .-約 13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0-55-6 (線上有聲書(M4A)) 普遍級
形態 K 線投資戰法: 用 330 張圖解,教
你看懂賺爆買賣點!/龍飛著 .-- 新北
市 : 大樂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4-86-5 (PDF) 普遍級
我也曾想過,殺了過去的自己/蘇彼得
(Peter Su)作 .-- 臺北市 : 是日創意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61-1-3 (EPUB) 普遍級
我也曾想過,殺了過去的自己。/Peter
Su 作 .-- 臺北市 : 是日創意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61-2-0 (PDF) 普遍級
我不是最耀眼的但可以是最努力的/
許傑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9-713-7 (EPUB) 普遍級
我可以問一個很天才的問題嗎?: 黃
哥的信仰 QA 時間/黃旭榮作 .-- 新北
市 : 校園書房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921-1 (EPUB) 普遍
級
我在人間拾溫柔/伊芙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皇冠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3-3860-4 (PDF) 普遍級
我在日本的 24hr: 街頭巷尾的常民生
活日誌/陳威臣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06-2 (EPUB) 普遍級

我在新宿歌舞伎町的 23 年: 日本第
一男公關的夜生活告白/手塚真輝著;
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
集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9-83-8 (EPUB) 普遍級
我死過,所以知道怎麼活: 與死神相
遇的 11 分鐘(九週年新修版)/鍾灼輝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86-7 (PDF) NT$350 普遍級
我死過,所以知道怎麼活: 與死神相
遇的 11 分鐘(九週年新修版)/鍾灼輝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87-4 (EPUB) NT$350 普遍級
我那麼拼命,就是不想平庸至死: 跨
越迷茫、怯懦、憂鬱、不安、焦躁
的勇氣,變成更好的自己/慕新陽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40-1
(PDF) 普遍級
我那麼拼命,就是不想平庸至死: 跨
越迷茫、怯懦、憂鬱、不安、焦躁
的勇氣,變成更好的自己/慕新陽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41-8
(EPUB) 普遍級
我和我私奔/陳怡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68-3 (PDF) 普遍級
我和我私奔/陳怡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69-0 (EPUB) 普遍
級
我 居 然 是 神 明 大 人 嗎 . 一 /Revrijcq
作 .-- 初 版 .-- 桃 園 市 : 黃 詠 琳 ,
111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76-1 (PDF) NT$165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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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李恩雅著;
林芳伃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69-1-6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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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李恩雅著;
林芳伃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69-2-3 (PDF) NT$420 普遍級

我的少爺時代/陳銘磻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23-438-8 (EPUB)
普遍級
我的流行音樂病/熊儒賢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5-0-5 (PDF)
普遍級
我的流行音樂病/熊儒賢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5-1-2
(EPUB) 普遍級
我的英文我的心. 第 2 輯/尤菊芳主
講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竹科廣播,
11101 .-- 約 12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6-26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99 普遍級

北市 : 經典雜誌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37-9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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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7-38-6 (PDF) 普遍級
抗癌自癒力: 正念減壓 8 堂課/石世明
作 .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天 下 生 活 ,
11101 .-- 約 12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59-4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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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22-5 (PDF) 普遍級

我的英文我的心. 第 3 輯/尤菊芳主
講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竹科廣播,
11101 .-- 約 12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6-27-4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99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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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24-9 (EPUB) 普遍
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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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467-4-9 (PDF) 普遍級

改變心境,你的處境也會跟著改變/黛
恩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版, 111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813-9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
我是海外特派員 2.0: 我是一日總編
輯/陳正杰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中央通訊社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65-1-0 (FLASH) 普
遍級
我 們都住在 這塊土地 上 /玉子日記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45-8
(PDF) 普遍級
我們都是自殺訣別者/高璿圭著; 馮
燕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光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3-81-5 (EPUB) NT$360 普遍級
我們都是星族人. 0/王謹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38-2-0
(EPUB) 普遍級
我想和自己,好好在一起/曾彥菁著 .-臺北市 : 悅知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46-9-2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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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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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常受文集: 一九五 0 至一九五一年
/李常受著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福音書房, 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166-795-9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166-796-6 (第 2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166-797-3 (第 3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166-798-0 (全套:
精裝) 普遍級
杜勒斯與台灣命運: 一代巨人留下台
灣民主獨立的生機/王景弘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94-304-5 (EPUB)
普遍級
每天來點心理學,揭開隱祕的人性關
鍵字: 30 個史上著名的心理學實驗,
帶你突破限制,邁向更好的自己/李東
龜著; 李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9-24-8 (EPUB) 普遍級
每天來點心理學,揭開隱祕的人性關
鍵字: 30 個史上著名的心理學實驗,
帶你突破限制,邁向更好的自己/李東
龜著; 李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日月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9-30-9 (PDF) 普遍級

市 : 墨刻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89-695-2 (EPUB) 普遍級

每日親近神: 約翰福音/郭明昌著 .-初版 .-- 宜蘭縣 : 郭明昌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59-4 (PDF)
普遍級

狂賭未來: 韓國首富徐廷珍的

一著; 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出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4-26-1 (EPUB) 普遍級

Celltrion 神話/郭禎秀(곽정수)著; 陳
慧瑜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96-9-7 (EPUB) 普遍級

使命與心的極限/東野圭吾著; 劉姿
君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73-38-4 (EPUB) 普遍級

狂賭未來: 韓國首富徐廷珍的

兒童職能治療師教你玩出無限潛力!:
給 0-6 歲孩子的分齡學習遊戲書/吳
姿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132-4 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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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63-7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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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50-64-4 (EPUB)
普遍級
沙丘電影設定集: 概念、製作、美術
與 靈 魂 / 譚 雅 . 拉 普 安 特 (Tanya
Lapointe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家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2-52-6 (EPUB) 普遍級
沙丘電影設定集: 概念、製作、美術
與 靈 魂 / 譚 雅 . 拉 普 安 特 (Tanya
Lapointe)著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家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2-53-3 (PDF) 普遍級
沙鹿六路、晉江寮廟宇護照: 朝順宮
/蔡君逸撰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鴻林圖
書, 11101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62-3-7 (平裝) 普遍級
決戰與決策: 大時代的生存兵法<<言
武門兵法>>/許宏作; 尹仲敏朗讀 .-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101 .-- 約
379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73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60 普遍
級
沒有不好的你: 革命性心理療法 IFS/
里查.史華茲(Richard C. Schwartz)著;
魯宓譯 .-- 臺北市 : 究竟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137-359-1
(EPUB) 普遍級
沃帝華(Worldera)科學藝術元素週期
典藏圖冊/沃帝華著 .-- 初版 .-- 花蓮
縣 : 沃帝華科學藝術, 11101 .-- 21 面;
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67-0-8 (平
裝) NT$69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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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臺北

Celltrion 神話/郭禎秀(곽정수)著; 陳
慧瑜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起來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64-1-9 (PDF) 普遍級
男人不是修一修就能用: 42 個戀愛狀
況題大解析,提升妳的擇愛勝率/李明
吉著; 翟云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高寶國際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351-1 (EPUB) 普遍級
男女對話辭典/男女大不同檢証委員
會作; 王榆琮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932-4 (PDF) 普遍級
男女對話辭典/男女大不同檢証委員
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9952-2 (EPUB) 普遍級
男 孩 , 鼴鼠 , 狐 狸 與 馬 / 查理. 麥 克斯
(Charlie Mackesy)著; 韓絜光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741-3
(EPUB) 普遍級
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會議手冊. 2022/中
華系統性創新學會, 所有投稿作者
作 .-- 新竹市 :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,
11101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016-8-3 (平裝) NT$8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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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05-35-1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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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3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99-6
(EPUB) 普遍級
京都喫茶記事: 從明治到令和,專屬
古都的咖啡魅力與文化故事/田中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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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漢隋唐婦女閨怨詩/陳瑞芬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43-2
(EPUB) 普遍級
刻在心版上的詩/蘇真弘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蘇真弘, 11102 .-- 180 面;
19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075 (平裝) 普遍級
和小人物過一日生活: 從 20 則人生
百態的觀察,獲得堅持不懈的力量/南
亨到(남형도)著; 劉宛昀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17-5 (PDF)
普遍級
和小人物過一日生活: 從 20 則人生
百態的觀察,獲得堅持不懈的力量/南
亨到(남형도)著; 劉宛昀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18-2 (EPUB)
普遍級
周氏腹部診治學與董針/周成清, 李
國政原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志
遠, 11102 .-- 24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440-51-9 (精裝) NT$1200 普
遍級
奔向戰場: 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/張
登及, 左正東, 李大中, 黃介正, 何思
慎, 王冠雄, 譚瑾瑜, 林祖嘉, 魏艾, 帥
化民, 高長, 王信賢, 丁守中作; 財團
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11-3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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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2-034-5
(EPUB) 普遍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44-9
(EPUB) 普遍級

*彼岸: 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
獎短篇歷史小說得獎作品集/懋透影,
無樹著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7-619-7
(EPUB) NT$300 普遍級

物理的正向效應全身振動療法: 2010
年以後最新研究「振」走你的不舒
服,有效改善常見的 15 種疾病問題/
鄭世裕, 原來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晨星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0-080-7 (EPUB) 普遍級

房向東魯迅研究文集/房向東作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樂果文化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957-9036-41-2 (全套:
平裝) NT$2000 普遍級
房 屋 重 建 基 金 理 論 = Home rebuild
sinking fund/藍孝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孝純, 11102 .-- 130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9703-7 (平裝) 普遍
級
承傳行踐: 全方位管理學者的淬煉/
陳明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673-6 (PDF) 普遍級
承認內在脆弱,使你溫柔又強大/片田
智也著; 黃詩婷譯 .-- 臺北市 : 究竟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7-360-7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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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98-7
(EPUB) 普遍級
易經白話講座: 64 卦,卦卦讓你找到
內在真實的力量/王思迅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5-23-7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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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20-7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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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
臺大人社高研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2-75-9 (PDF) NT$500 普遍級
法人刑事責任: 以奧地利法為比較/
邱子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678-1 (PDF) NT$600 普遍級
油油飯: 蔡楚詩文集/蔡楚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101 .-

直捷之道/阿迪亞香提(Adyashanti)著;
謝 明 憲 譯 .-- 臺 北 市 : 橡 實 文 化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5-15-8 (EPUB) NT$266 普遍級
空間操作手法: 空間作業動詞目錄/
安東尼.迪瑪利(Anthony Di Mari), 柳
諾拉(Nora Yoo)作; 邱喜麗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龍溪國際圖書, 11101 .- 15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58-0-1 (平裝) NT$320 普遍級
空腹奇蹟: 現代營養學不願透露的真
相,奇效斷食健康法,啟動身體最強自
癒力!/船瀨俊介著; 林佑純譯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71-7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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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85-8 (PDF)
普遍級
肩上大提琴協奏曲: 小菊花調=
Concerto in G minor for Violoncello da
Spalla/林逸軒曲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樂韻, 11101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986-98-8 (平裝) 普遍級
花花老師的減醣甜點: 45 款甜點 X 最
精簡工法,可以立刻上手的夢幻食譜/
曾心怡(花花老師)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商務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5-3394-1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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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42-9 (EPUB)
普遍級
軋空風暴: GameStop 散戶起義如何逆
襲華爾街,掀起史詩級金融震盪/班.
梅立克(Ben Mezrich)著; 林怡婷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72-4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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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老佛爺的韓式餐桌/金老佛爺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99-4
(EPUB) 普遍級
阿密迪歐旅行記. 下/アボガド 6 著;
林于楟譯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38-3-8
(PDF) 普遍級
阿富汗文件: 從 911 反恐開戰到全面
撤軍,美國史上最長戰爭的真相解密/
克 雷 格 . 惠 特 洛 克 (Craig Michael
Whitlock)著; 張苓蕾, 黃妤萱, 鄭依如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體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89-7-1 (PDF) NT$450 普遍級
阿富汗文件: 從 911 反恐開戰到全面
撤軍,美國史上最長戰爭的真相解密/
克 雷 格 . 惠 特 洛 克 (Craig Michael
Whitlock)著; 張苓蕾, 黃妤萱, 鄭依如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體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589-8-8 (EPUB) 普遍級
阿德勒教你如何說話被喜歡(復刻
版): 連「拒絕」、「說不」都能讓
人感覺溫暖的說話術!/戶田久實著;
侯詠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樂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4-78-0 (PDF) 普遍級
阿鏘的毛毛蟲觀察日記/阿鏘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33-1
(EPUB) 普遍級
青少年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/黃德
祥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605-8 (PDF) 普遍級
青春期父母的機智教養: 最受中學生
歡迎的熱血教師,以教育現場第一手
觀察,教你與青少年子女這樣溝通、
那樣相處/張曦允著; 余映萱譯 .-- 新
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0-532-5 (EPUB) 普遍
級
非典型經營者/威廉.索恩戴克
(William N. Thorndike, Jr.)作; 嚴慧珍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91-1 (PDF) 普遍級
非典型經營者/威廉.索恩戴克
(William N. Thorndike, Jr.)作; 嚴慧珍
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
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3-92-8 (EPUB)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31-0-3 (平裝)
NT$150 普遍級

非洲鈔票故事館/莊銘國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61-7 (PDF)
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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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暢銷
紀念版)/水野學作; 葉韋利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94-2 (PDF)
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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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2-037-6 (EPUB)
普遍級
保羅.韋德的等長訓練終極指引/保羅.
韋德作; 王啟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7-758-8 (EPUB) 普遍
級
保羅.韋德的等長訓練終極指引/保羅.
韋德作; 王啟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7-760-1 (PDF) 普遍級
保護區經營管理規劃手冊/盧道杰,
賴欣欣, 趙芝良, 陳瑋苓, 葉美智, 何
立德, 徐霈馨, 羅柳墀作 .-- 臺北市 :
農委會林務局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100-57-8 (PDF) NT$200
普遍級
俄蒙回憶錄/毛以亨原著; 蔡登山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0-90-6 (EPUB) 普遍級
勇闖工研院實驗室. 1, 生活科技的祕
密 基 地 / 劉 詩 媛 著 ; Tai Pera,
Salt&Finger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
獅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9-258-9 (PDF) 普遍級
南方郵航/安東尼.聖修伯里著; 蔡孟
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71-3-6 (PDF) 普遍級
南方郵航/安東尼.聖修伯里著; 蔡孟
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371-4-3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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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77-8 (PDF) NT$650 普遍級
南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餐點製作
與銷售成果冊/吳青華通訊作者 .-- 南
投縣 : 特大影印社, 11101 .-- 52 面; 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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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暢銷
紀念版)/水野學作; 葉韋利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95-9
(EPUB) 普遍級
威卡騙局: 歐陸最瘋狂金融弊案的真
實故事/沃克.泰哈則伯格(Volker ter
Haseborg), 梅 蘭 妮 . 貝 格 曼 (Melanie
Bergermann)著; 彭意梅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8-135-9 (EPUB) 普遍
級
孩子一學就會的趣味畫畫大全集: 專
業兒童美術教師設計!6 大人氣主題
X146 張可愛插圖,激發孩子觀察力、
美感力、想像力!/許珉榮作; 余映萱
譯 .-- 新北市 : 美藝學苑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6220-46-3
(EPUB) 普遍級
室內軟裝師養成術: 不需花大錢動工
裝潢,靠燈光、家飾、色彩、家具改
變空間的美學佈置心法/李佩芳
(Carol Li)著 .-- 3 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
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65-20-4 (PDF) NT$650 普遍級
室內軟裝師養成術: 不需花大錢動工
裝潢,靠燈光、家飾、色彩、家具改
變空間的美學佈置心法/Carol Li 李佩
芳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5-26-6 (EPUB) NT$650 普遍級
客家廚房經典: 食在台灣客家庄,傳
承百年鹹香好滋味/台灣客家美食交
流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5-24-2 (EPUB) NT$480 普遍級
帝國的勝利: 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
羅馬世界/麥可.庫利科斯基(Michael
Kulikowski)著; 何修瑜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7-76-6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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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: 日治臺灣教育
發展論集/鄭政誠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45-6 (EPUB)
普遍級
幽夢影. 三, 影遊人間/(清)張潮原著;
曾珮琦譯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8-589-9 (EPUB) 普遍級
幽默的人,不會為了小事情氣不停. II/
塞德娜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
天出版, 11103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9-812-2 ( 平 裝 )
NT$380 普遍級
度: 聖嚴師父指引的 33 條人生大道/
張光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962-1 (PDF) 普遍級
度: 聖嚴師父指引的 33 條人生大道/
張光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963-8 (EPUB) 普遍級
建構式英文寫作速成課: 從書寫生活
記錄開始,鍛鍊英文寫作力/Michael
Yang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管
顧問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7-06-9 (PDF) NT$349 普遍級
*建構知識服務場域: 以課程與大學
社會責任整合為例/黃怡詔著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 : 睿煜, 11101 .-- 35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59-53-4 (平
裝) NT$200 普遍級
建築造型: 速成指南= The fastest guide
to architectural form/ 拜 爾 斯 . 拉 菲 利
(Baires Raffaelli)作; 邱喜麗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龍溪國際圖書, 11101 .- 14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58-1-8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建築與消防實務法規彙編 /高士峯,
尹道鏹, 張庭熙, 呂憶婷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76-1 (PDF) 普遍級
*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: <<荀子>>
和<<呂氏春秋>>政治哲學之比較研
究/佐藤將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大出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50-562-4 (PDF) NT$560
普遍級
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: <<荀子>>
和<<呂氏春秋>>政治哲學之比較研

究/佐藤將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大出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350-563-1
(EPUB)
NT$560 普遍級

活用韓文俗諺.漢字成語/韓國語教育
研究所作; 關亭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日月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9-27-9 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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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8-49-4 (EPUB) 普遍級

拾鱗: 在地漁業廢棄物之創新應用/
林宜鄉, 呂宗翰, 陳沛穎, 林希羽作 .-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臨時動議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1-3-5 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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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485-3-8
(EPUB) 普遍級

疫後大商機/原田曜平, 小祝譽士夫
著; 楊孟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731-0 (PDF) 普遍級

故宮宴/苑洪琪, 顧玉亮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旗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47-3-6 (EPUB) 普遍
級

活著的每一天: 譚美.達克沃絲回憶
錄/譚美.達克沃絲(Tammy Duckworth)
著; 林凱雄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3-78-2 (PDF) 普遍級

春琴抄/谷崎潤一郎著; 劉子倩譯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13-8 (PDF)
普遍級
春琴抄/谷崎潤一郎著; 劉子倩譯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2-14-5 (EPUB)
普遍級
春琴抄/谷崎潤一郎作; 吳旻娟朗讀 .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101 .-- 約
16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574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 普遍
級
是 誰 住 在 農 田 裡 . 2021 年 版 = The
fairies on the farm 2021/郭淑娟, 林湧
倫, 林大利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 慈心
基金會, 11012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80-0-0 (平裝) 普遍
級
查爾斯.麥克萊恩的威士忌聖經: 風
味術語.酒廠祕辛.歷史典故.感官評
測.品酒祕訣;威士忌教父風靡全球的
164 支蘇格蘭威士忌全事典/查爾斯.
麥克萊恩(Charles Maclean)著; 支彧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75-2 (EPUB) 普遍級

活著的每一天: 譚美.達克沃絲回憶
錄/譚美.達克沃絲(Tammy Duckworth)
著; 林凱雄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3-79-9 (EPUB) 普遍級
為什麼他投資一直賺大錢?: 全球金
融學校的散戶獲利法則/市川雄一郎,
全球金融學校著; 沈俊傑譯 .-- 臺北
市 : 先覺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4-410-2 (EPUB) 普遍級
為什麼宇宙的一切都剛剛好?: 超解
析 22 個支撐宇宙運行的物理常數/松
原隆彥著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9-134-8 (EPUB) 普遍
級
為什麼要學歷史: 面對當下世界時的
十個歷史教訓/馬格努斯.布萊希特肯
(Magnus Brechtken)著; 江鈺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66-3 (EPUB)
普遍級
為神明跑腿的那些日子/Angela 作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6418-1 (EPUB)
普遍級

*歪打正著的科學意外/王道還, 高涌
泉主編; 楊振邦, 高崇文, 蔣正偉, 鄭
原忠, 陳俊太, 周成功, 王道還, 嚴宏
洋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19-1 (EPUB) 普遍級

為婚姻立界線: 為愛打造一個自由的
空 間 / 克 勞 德 (Henry Cloud), 湯 森 德
(John Townsend)著; 鄭惟恩譯 .-- 新北
市 : 校園書房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924-2 (EPUB) 普遍
級

活用韓文俗諺.漢字成語/韓國語教育
研究所作; 關亭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日月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9-21-7 (EPUB) 普遍
級

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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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東海圖書館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48-105-6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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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後大商機/原田曜平, 小祝譽士夫
著; 楊孟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732-7 (EPUB) 普遍級
疫起看歷史: 教會遭遇瘟疫的故事/
魏外揚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宇宙光
全人關懷, 11101 .-- 96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727-605-6 (平裝) 普遍
級
看見梵谷: 孤獨與偉大/鄭治桂, 張素
雯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品林數位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0-51-8 (EPUB) NT$360 普遍級
突破困境!企業開源虛擬化管理平台:
使用 Proxmox Virtual Environment/鄭
郁霖(Jason Cheng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333-021-4
(EPUB)
NT$620 普遍級
突破困境!企業開源虛擬化管理平台:
使用 Proxmox Virtual Environment/鄭
郁霖(Jason Cheng)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3-033-7 (PDF) NT$620
普遍級
紅色三部曲/葉永烈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風雲時代, 11102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7025-55-0 (全套:平裝) 普遍
級
紅塵如歌/楊塵攝影.文 .-- 初版 .-- 新
竹縣 : 楊塵文創工作室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34-0-0 (PDF)
NT$450 普遍級
美好生活提案/生活圖鑑編輯部著;
蔡欣妤, 高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出, 11101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7044-24-7 (全套:平裝) NT$84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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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11-2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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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16-7 (PDF) 普遍級
美感升級!在家手作超吸睛造型甜點:
6 款基礎蛋糕 X4 款裝飾技巧,華麗奶
油霜蛋糕、可愛糖霜餅乾,一次全學
會!/Vicky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
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65-21-1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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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76-1-4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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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30-9-0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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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76-2-1 (PDF) 普遍級
英文字彙字識+/王祈堯總編輯 .-- 臺
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95-65-4 (全套:平裝)
NT$720 普遍級
英文新詮釋: 我不是不喜歡你,我祇
是搞不懂妳,讓我們來懂英文,而不是
背英文!= New interpretation of English
grammar/歐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歐家洽, 11101 .-- 12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9775-4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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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587-8 (EPUB)
普遍級
要瘦就瘦,要健康就健康: 把飲食金
字塔倒過來吃,就對了!/賴宇凡著 .-臺北市 : 優食文化志業有限公司,
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65-0-1 (EPUB) 普遍級
計算機組成原理: 作業系統概論. I/北
極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3-022-1 (PDF) NT$560 普遍級
計算機組成原理: 作業系統概論. I/北
極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3-023-8 (EPUB) NT$560 普遍級
迦陵各體詩文吟誦全集/葉嘉瑩作 .-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63-07-1 (EPUB)
普遍級
重回華燈初上的懷舊時光/報時光,
張哲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04-5 (EPUB) 普遍級
重回華燈初上的懷舊時光/報時光,
張哲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527-4 (PDF) 普遍級
重建之手: 熱血整型外科醫師的診療
手札/朱育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9-135-5 (EPUB) 普遍級
風乾福橘皮/郭霈晴文字.攝影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Peiching Kuo, 11101 .-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48-8 (平裝) 普遍級
借火集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5-610-9 (EPUB) 普遍級
原生家庭木馬快篩/李欣頻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65-3 (EPUB)
普遍級
原來孟子這樣說/傅佩榮著 .-- 增訂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410-7 (PDF)
普遍級
唐宋名家詞賞析/葉嘉瑩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74-7 (PDF)
NT$620 普遍級
唐宋名家詞賞析/葉嘉瑩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75-4
(EPUB) NT$620 普遍級
181

哲學人生問答/岸見一郎著; 蔡易伶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16-3-2 (PDF) NT$300 普遍級
哲學人生問答/岸見一郎著; 蔡易伶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16-4-9 (EPUB) NT$300 普遍級
展玉濤: 養肝飲食宜忌/展玉濤主編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 25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881-2 (平裝) NT$350 普遍級
島國人語/章良我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11-6 (EPUB) 普遍級
拿破崙的鈕釦: 17 個改變歷史的化學
故事/潘妮.拉古德(Penny Le Couteur),
杰. 布勒森(Jay Burreson)著; 洪乃容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70-0
(EPUB) NT$280 普遍級
時尚設計全書: 時尚歷史、品牌潮流、
靈感研究、織品開發、設計過程、
發表求職，給時尚設計師的全方位
求 生 指 南 / 丹 尼 斯 ． 安 東 （ Denis
Antoine）作; 韓書妍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9-385-9 (EPUB) 普遍
級
時間的灰燼: 現代文學短論集/徐錦
成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
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8-32-6 (EPUB) 普遍級
時間的節拍/鄭智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37-9 (EPUB) 普遍
級
時間的節拍/鄭智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38-6 (PDF) 普遍級
時間畢竟/嚴忠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13-9970-6
(EPUB)
NT$280 普遍級
時間畢竟/嚴忠政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71-3 (PDF) NT$280
普遍級
書店家之味: 闆娘的親子繪本料理
/Sylvi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30-774-5 (PDF) 普遍級
校務研究研討會. 2021: 疫情時代下
教與學之挑戰論文集/范雅晴主編 .-臺中市 : 靜宜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,
11101 .-- 1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96-5-7 (平裝) 普遍級
* 桌 球 技 巧 新 學 習 : Y 字 打 法 ("Yshoot") " 擊 球軌 跡 " 學習 法= A new
way of acquiring table tennis techniques/
俞金厚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俞金厚,
11102 .-- 4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9745-7 (平裝) 普遍級
桑塔格/本傑明.莫瑟(Benjamin Moser)
著; 堯嘉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
城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2-22-8 (PDF) 普遍級
桑塔格/本傑明.莫瑟(Benjamin Moser)
著; 堯嘉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衛
城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2-23-5 (EPUB) 普遍級
氣炸烤箱也能做甜點!嚴選話題甜點
40 款,一次學會蛋糕、麵包、餅乾、
常溫點心/OREO の甜食町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36-2
(EPUB)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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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8-626-95562-8-1 (EPUB)
普遍級
神奇的西瓦心靈圓夢術(30 年經典
版): 突破極限,實現你不敢奢求的人
生/荷西.西瓦(José Silva), 菲利浦.米勒
(Philip Miele)著; 陳師蘭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62-3 (EPUB)
普遍級
神醫墨浪: 布袋戲音樂劇合輯/三昧
堂創意木偶團隊劇本創作; 迴響樂集
音樂創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 : 三昧堂,
11102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155-7-3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神靈臺灣.第一本親近神明的小百科
(口碑紀念版): 長輩沒教,但你一定要
知道的神明微歷史、拜拜小知識/林
金郎撰文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6-63-0 (EPUB) 普遍級
秘境小屋: 每個人都可以親手打造一
幢遠離煩囂、安頓型的居所/札克.可
倫(Zack Klein)著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6-71-5 (EPUB) 普遍級

泰雅爾語聖經= SINSMAN KE UTUS
KAYAL BIRU NA TAUAL/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聖經公會, 11103 .-233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97-6-3 (精裝) 普遍級

站立喜劇大師從寫作到表演的幽默
聖經/茱蒂·卡特(Judy Carter)著; 商瑛
真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商 周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37-3 (EPUB) 普遍級

海洋.歷史與生命凝視/陳鴻逸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經典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350-2-6
(EPUB) 普遍級

純粹 田舞陽數位寫真/田舞陽, Josh,
黃天仁攝影工作室作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61-8 (EPUB) 普遍級

班雅明檔案/詹明信(Fredric Jameson)
著; 莊仲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60-1 (EPUB) NT$480 普遍級

純粹 田舞陽數位寫真/田舞陽, Josh,
黃天仁攝影工作室作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6-562-5 (PDF) 普遍級

真逆齡: 醫學實證,超越抗老的大智
慧/陳亮恭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
活, 11101 .-- 約 4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59-2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普遍級

脂評本紅樓夢. 下/曹雪芹原著; 脂硯
齋重評; 馬美信校注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535-1 (EPUB) 普遍級

破圈: 撕下標籤與人設,人生原來真
的有捷徑/顧及著 .-- 臺北市 : 先覺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4-411-9 (EPUB) 普遍級

脂評本紅樓夢. 上/曹雪芹原著; 脂硯
齋重評; 馬美信校注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534-4 (EPUB) 普遍級
茫霧中 ê 火車/陳明克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101 .-- 面;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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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46-3 (EPUB)
普遍級
記疫共同體/王長江, 忽思慧, 李舵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02-7
(EPUB) 普遍級
記疫共同體/王長江, 忽思慧, 李舵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6203-4
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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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임현우)著;
蔡佩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際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340-5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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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20-067-8 (EPUB) 普遍級
逆轉的王牌: 官大元/官大元, 洪紫峯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2-07-1 (PDF) 普遍級
逆轉的王牌: 官大元/官大元, 洪紫峯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2-08-8 (EPUB) 普遍級
迷 你 閱 讀 練 習 本 /Susan Mackey
Collins 作; 呂奕欣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
市 : 師德文教, 11102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14-06-3 (第 2 冊:
平裝) NT$160 普遍級
高一文法俱樂部: 關係詞. 二=
Grammar club: relative pronouns .2/張維
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奇奇數位
文創, 11101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17-2-7 (平裝) NT$120 普
遍級
高一初級翻譯句型、文法與作文範
文 訓 練 手 冊 . 二 : SLI 專 用 = Basic
sentence
patterns
and
grammar
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. 2/
張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奇奇
數位文創, 11101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717-4-1 ( 平 裝 )
NT$150 普遍級
高一初級翻譯句型與作文範文訓練
手冊. 二=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for
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. 2/

張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奇奇
數位文創, 11101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717-3-4 ( 平 裝 )
NT$15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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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05-21-4 (PDF) 普遍級

高 二文 法俱 樂部 動名 詞 = Grammar
club: gerund/張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奇奇數位文創, 11101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7-5-8 (平
裝) NT$150 普遍級

健康和療癒的食物/Yogi Bhajan 原著;
Gurubanda Singh Khalsa, Parmatma
Singh Khalsa[編輯]; 陳華, 涂曉笑, 王
金蘭, 辛小艷, 游華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會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115-4-8 (EPUB) 普遍級

高二高級作文範文訓練手冊=
Advanced model essays training/張維總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奇奇數位文
創, 11101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17-7-2 (平裝) NT$150 普
遍級
高二翻譯與寫作句型訓練手冊. 二=
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
composition. 2/張維總編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奇奇數位文創, 11101 .-- 5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7-65 (平裝) NT$150 普遍級
高效經理人的管理備忘錄: 18 個實戰
情境與解方,主管路上的必備素養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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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743-7 (EPUB) 普遍級
高情商媽媽的說話術: 薩提爾模式×
非暴力溝通,第一本教你將怒氣轉為
正向教養力的親子對話指南/金芝惠
著; 丁睿俐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臺灣廣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30-534-9 (EPUB) 普遍級
高齡友善社區工作者手冊/衛生福利
部國民健康署,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
院高齡健康管理學系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健康署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9-90-0 (PDF) 普遍級

動態競爭: 後波特時代的競爭優勢/
陳明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670-5 (PDF) 普遍級
商业数据科学: RapidMiner 数据科学
平台与应用. 一/刘建宏, 宋丹宁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劉建宏(新北市)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66-5 (PDF) 普遍級
商業數據科學: RapidMiner 數據科學
平台與應用. 一/劉建宏, 宋丹寧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劉建宏(新北市)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661-0 (PDF) 普遍級
商業模式轉型: 價值創新的六大途徑
/ 派 翠 克 . 范 德 皮 爾 (Patrick Van Der
Pijl), 賈斯汀.羅奇茲(Justin Lokitz), 羅
蘭.凡能(Roland Wijnen)合著; 劉復苓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745-1 (PDF) 普遍級
唯我玉山/陳玉峯, 楊國禎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, 11102 .-- 冊 .-ISBN 978-957-608-586-4 (全套:精裝)
NT$4500 普遍級

偽裝淫魔/一樹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張維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04-4 (EPUB) 普遍級

*唯識心要: 憨山大師之性相通說/(明)
憨山德清著;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林中華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05-1 (PDF)
普遍級

假新聞政治: 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
欺騙/林照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6214-0 (EPUB) 普遍級

國小英語師資培訓大全/陳淳麗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103 .-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1407-0 (平裝) NT$390 普遍級

假新聞政治: 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
欺騙/林照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6215-7 (PDF) 普遍級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技
術報告書: 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男子
排球隊為例/張恩崇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師大書苑, 11103 .-- 8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96-894-7 (平裝)
NT$3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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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姓爺的寶藏/蘇上豪作; 蘇上豪, 李
英立, 郭霖, 陳進益, 胡鎮璽, 高銘孝,
陳余寬, 夏治世, 邵芷耘, 周映慈, 穆
火杉, 吳柏陞, 蔣次湘, 陳孝賢朗讀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約 400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03-8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99 .-- ISBN
978-626-335-004-5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499 普遍級
國際犯罪學專家教你分辨真偽、立
破謊言: 掌握關鍵五步驟,潛臺詞、
微表情、肢體語言、文字漏洞,瞬間
現形/大衛.克雷格(David Craig)著; 張
瓅文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53-3 (EPUB) 普遍級
國際素食廚神傳授 50 年廚藝美味祕
笈(暢銷珍藏版)/洪銀龍著 .-- 修訂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3-9-2
(EPUB) NT$385 普遍級
國際華語特會. 二 0 二二年: 在神經
綸中神的恩典 綱要附經文/水流職事
站編;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
譯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
書房, 11102 .-- 25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66-792-8 (平裝) 普遍級
國際餐旅創新研發產學應用線上研
討 會 論文 集 . 2021 年 = International
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 and Culinary
Innovation Designing for the Golden
Years/傅瑋倩等作; 曾裕琇, 蘇恒安主
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餐旅大學,
11012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76-4-8 (平裝) 普遍級
國鎮/野夫作 .-- 臺北市 : 南方家園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15-2-9 (EPUB) 普遍級
堅持力: 成功的人贏在永不放棄的勇
氣/伊庭正康著; 鍾嘉惠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37-9 (EPUB)
普遍級
基因決定我愛你 DNA Says Love You
寫真書/達騰娛樂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14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1-285-5 (平裝)
普遍級
基因決定我愛你 DNA Says Love You
寫真書/達騰娛樂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

ISBN 978-626-321-311-1 (EPUB) 普遍
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58-7 (PDF)
普遍級

專 利檢索實 作講義基 礎篇 / 管中徽
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管中徽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9713-6 (PDF) 普遍級

*張慧茲 HUI TZU 畫冊: 生態之美視
覺藝術 以畫為伴妝點生活/張慧茲著
作 .-- 苗栗縣 : 繆司企業, 11102 .-- 4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8-02 ( 平 裝 ) NT$980 .-- ISBN 978-62695718-1-9 (精裝) NT$1180 普遍級

專 家 機 密 / 羅 素 . 布 朗 森 (Russell
Brunson)著; 李靜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2-21-3 (PDF) 普遍級
專 家 機 密 / 羅 素 . 布 朗 森 (Russell
Brunson)著; 李靜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牌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102-22-0 (EPUB) 普遍級
專案管理: 玩一場從不確定到確定的
遊戲/郝旭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邦商業周刊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9-15-5 (PDF) NT$380
普遍級
專案管理: 玩一場從不確定到確定的
遊戲/郝旭烈著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
周刊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9-16-2 (EPUB) NT$380 普遍級
專業外的另一篇章: 從通識人文建構
理性心靈及環境關注實踐= Beyond
specialty: from general education and
lectures of humanity to developing
rational mind and attention for
environment/張玫萍作 .-- 初版 .-- 嘉義
市 : 雨果文化教育基金會, 11101 .-15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62695771-0-1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*將臺灣中式料理推向國際暨在地深
耕/陳文東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睿煜,
11101 .-- 3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59-52-7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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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
北市 : 心理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4-65-1 (EPUB) NT$350 普
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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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新
北市 : 心理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4-66-8 (PDF) NT$350 普遍
級
康妮瑞莎精準控醣: 連續血糖機檢測
為你與家人有效減肥並改善慢性病/
吳佳樺(瑞莎), 李淑眞(康妮)合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吳佳樺, 11104 .-- 面;

從 0 到 101: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/
胡芝寧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454-4 (EPUB) 普遍級
從 0 到 101: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/
胡芝寧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455-1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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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564-8 (PDF)
NT$520 普遍級
從征服到改宗： 伊斯蘭視野下的蒙
古 帝 國 史 / 彼 得 ‧ 傑 克 森 (Peter
Jackson)著; 廖素珊, 王紫讓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廣場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6-2-1 (PDF)
普遍級
從征服到改宗： 伊斯蘭視野下的蒙
古 帝 國 史 / 彼 得 ‧ 傑 克 森 (Peter
Jackson)著; 廖素珊, 王紫讓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廣場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936-3-8 (EPUB)
普遍級
從易經解六祖壇經/劉君祖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118-00-9
(EPUB) 普遍級
從傢俱學會風水: 利用傢俱打造風水
好宅,架設屬於自己的豪宅,財運、桃
花、事業、健康,各種好運樣樣來!/
詹惟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936-2 (EPUB) 普遍級
從傢俱學會風水: 利用傢俱打造風水
好宅,架設屬於自己的豪宅,財運、桃
花、事業、健康,各種好運樣樣來!/
詹惟中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944-7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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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認識西班牙文化學習西班牙語. 第
五冊, 西班牙地理/王鶴巘, 楊雅媛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101 .-10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970-5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從認識西班牙文化學習西班牙語. 第
六 冊, 西班 牙 歷史 / 王鶴巘, 楊雅媛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101 .-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971-2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從認識西班牙文化學習西班牙語. 第
四冊, 藝術、運動、音樂/王鶴巘, 楊
雅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
11101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47-969-9 (平裝) NT$280 普遍級
從舊約歷史書與申言者書看得勝者
的原則/李常受著 .-- 臺灣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 11101 .-- 52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66-791-1 (平
裝) 普遍級
情深似漆: 陳偉毅 x 彭雅玲漆藝雙人
展/陳偉毅, 彭雅玲作 .-- 臺中市 : 中
友百貨時尚藝廊, 11102 .-- 2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9-0-1 (平裝)
普遍級
情緒救援,地表最強攻略: 我和我的
情緒寶寶/謝昊霓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博思智庫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733-1-8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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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7-11-4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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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7-12-1 (EPUB) 普遍級
控告婚姻/四月天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19-9 (PDF)
普遍級
控告婚姻/四月天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20-5
(EPUB) 普遍級

採購管理實務/丁振國編著 .-- 增訂九
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管, 11102 .-- 349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9-1068 (平裝) NT$450 普遍級

清質澄輝: 林文月學術與藝術研究/
黃如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8-600-8 (PDF) 普遍級

捨我其誰: 孟子演義/木本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仁風文創書苑, 11102 .- 冊 .-- ISBN 978-626-95765-4-8 (全套:
平裝) NT$1100 普遍級

混凝土與詩人: 2019-2020/易人禾木
著 .--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釀 出 版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5-612-3 (EPUB) 普遍級

救命聖經.葛森療法(80 年見證版):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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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陳師蘭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柿子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6-64-7 (EPUB) 普遍級

牽爸媽的手: 自在到老/張曉卉作; 凌
爾 祥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天 下 生 活 ,
11101 .-- 約 5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559-3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 普
遍級

救嬰與濟貧: 乳婦與明清時代的育嬰
堂/江昱緯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
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8-33-3 (EPUB) 普遍級
教父寶典(五十週年紀念評註版): 全
劇本、各場圖文評註、訪談及鮮為
人知的事件/珍妮.瓊絲(Jenny M. Jones)
著; 李泳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
體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89-3-3 (EPUB) NT$800 普
遍級
教父寶典(五十週年紀念評註版): 全
劇本、各場圖文評註、訪談及鮮為
人知的事件/珍妮.瓊絲(Jenny M. Jones)
著; 李泳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
體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589-4-0 (PDF) NT$800 普遍
級
教育的新希望/吳清山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元照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689-7 (PDF) 普遍級
晚 明學術與 知識分子 論叢 / 周志文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0-565-5 (PDF) NT$360 普遍級
晚 明學術與 知識分子 論叢 / 周志文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0-566-2 (EPUB) NT$360 普遍級
晨興聖言: 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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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2 .-- 9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66-794-2 (平裝) 普遍級

現代.後現代: 藝術與視覺文化理論/
廖新田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32-651-5 (PDF) 普遍級
現在進行式: 臺灣藝術史的光影實錄
/林育淳, 邱函妮, 盛鎧, 蔡家丘, 賴明
珠, 謝佳娟, 姜麗華, 曾少千, 李思賢,
白適銘, 黃智陽, 陳曼華, 廖新田作;
鄭政誠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
資訊科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8-47-0 (EPUB) 普遍級

ISBN 978-626-324-082-7 (PDF) NT$620
普遍級
*第一次學 Excel VBA 就上手: 從菜
鳥成長為高手的技巧與鐵則/たてば
やし淳著; 吳嘉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24-081-0 (PDF) NT$500
普遍級
第一次學微積分就上手/林振義著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29-7 (PDF)
普遍級
莽原烈火/楊塵圖.文 .-- 初版 .-- 新竹
縣 : 楊塵文創工作室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73-9-0 (PDF)
NT$400 普遍級
莊子寓言選錄/蘇志誠編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113-01-1
(EPUB) NT$180 普遍級
被消失的中國史. 1, 開天闢地到亂世
智者/白逸琦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好
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8-587-5 (EPUB) 普遍級

甜 蜜 地 說 幼 兒 /Jean-Jacques Gabriel
作 .-- 臺中市 : 華祈寧, 11104 .-- 3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9765-5 (平
裝) 普遍級

被 壓 榨 的 一 代 / 艾 莉 莎 . 奎 特 (Alissa
Quart)作; 李祐寧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3-87-4 (PDF) 普遍級

異類矽谷/鱸魚(Bass Chorng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50-8
(EPUB) 普遍級

被 壓 榨 的 一 代 / 艾 莉 莎 . 奎 特 (Alissa
Quart)作; 李祐寧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3-88-1 (EPUB) 普遍
級

異類矽谷/鱸魚(Bass Chorng)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51-5 (PDF)
普遍級
盛唐五人團/趙啟麟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啟動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93-131-6 (EPUB) 普遍
級
眾肢體的成全、長大與盡功用,使基
督的身體得建造/李常受原著; 財團
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者 .-- 臺
灣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
11102 .-- 35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66-793-5 (平裝) 普遍級
*第一次用 macOS Big Sur 就上手/井
村克也原著; 衛宮紘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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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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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14-43-1 (PDF)
普遍級
設計基礎構成/孫媛媛, 呂太鋒, 席麗
莎編著 .-- 修訂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2-048-2 (PDF) 普遍級
設限,才有好關係: 不築牆也不揮霍
善良,斷絕讓自己累到厭世的偽關係/
內達拉.格洛弗.塔瓦布(Nedra Glover
Tawwab)著; 陳佳伶譯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61-0 (EPUB) NT$280 普
遍級

這 16 部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
問/李旭東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志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20-0-7 (PDF) NT$280 普遍級

速寫老台北/郭麗慧著.繪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健行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562-9-8 (PDF)
普遍級

傅柯/迪迪耶.艾希邦(Didier Eribon)著;
尉遲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
版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39-2-0 (PDF) NT$760 普遍級

這世界,是留給膽子大的人/洪雪珍
作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63-2 (EPUB)
普遍級

透視心靈原型卡/張義平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108-10-9 (EPUB) 普
遍級

傅柯/迪迪耶.艾希邦(Didier Eribon)著;
尉遲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
版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39-3-7 (EPUB) NT$76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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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38-0 (EPUB)
普遍級

透視心靈原型卡/張義平作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7108-11-6 (PDF) 普遍
級

傑夫.伊梅特: 帶領美國百年企業奇
異走過 16 年風雨的剖心自白/傑夫.
伊梅特(Jeff Immelt)著; 林錦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22-4
(EPUB) 普遍級

這樣帶人,解決 90%主管煩惱: 8 大職
場面向 X47 種情境難題,培養管理者
領導力,創造高效互信團隊的實戰指
南!/朴鎭漢, 兪京哲, 羅永周, 鄭慶熙,
徐仁洙, 朴海龍, 白信英, 金祐載, 李
栽亨著; 葛瑞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財經傳訊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01-3-4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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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3-06-5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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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3-07-2 (EPUB) 普遍級
通貨膨脹的系統知識及應對策略/李
柏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識博管
理顧問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31-0-4 (PDF) 普遍級
通識教育與學生事務. 第二輯/林至
善, 簡信男, 賴廷彰, 張馨文等著; 林
至善主編 .-- 一版 .-- 新竹市 : 玄奘大
學通識教育中心, 11101 .-- 197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83-15-1 (平裝)
NT$350 普遍級

逛市場、呷小吃: 滷肉飯、湖洲粽、
黑白切,品味老臺北人的庶民美食與
文化縮影/香老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8-140-3 (EPUB) NT$320 普
遍級
野鳥完全圖鑑: 詳盡比對辨識,盡覽
鳥類之美/永井真人著; 徐芳瑜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9-138-6
(EPUB) 普遍級
陪讀的刻意練習: 養成孩子自主學習
的教養魔法/雙丁麻麻著; Juju 插畫設
計 繪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32-0 (EPUB) 普遍級
陳定山文存/陳定山原著; 蔡登山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0-91-3 (EPUB) 普遍級
陳定山談藝錄/陳定山原著; 蔡登山
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0-92-0 (EPUB) 普遍級
陰翳禮讚/谷崎潤一郎著; 李尚霖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83-6
(EPUB) NT$245 普遍級

通識教育學報. 第九期/明志科技大
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, 11012 .- 10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873-35-6 (平裝) 普遍級

章友康 劉玉寧: 養腎飲食宜忌/章友
康, 劉玉寧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南門書局, 11101 .-- 256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91-882-9 ( 平 裝 )
NT$350 普遍級

連結之戰: 網路、經濟、移民如何成
為武器/馬克.里歐納德(Mark Leonard)
著; 王眞如譯 .-- 臺北市 : 行人文化實
驗室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186-4-7 (EPUB) 普遍級

頂級食感: 精品巧克力手作全書/黎
玉璽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43-8-5 (EPUB) NT$490 普遍級

186

傑夫.伊梅特: 帶領美國百年企業奇
異走過 16 年風雨的剖心自白/傑夫.
伊梅特(Jeff Immelt)著; 林錦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9-28-6
(PDF) 普遍級
傑出大陸台商獎專輯. 第九屆=
Outstanding awards/潘金英總編輯 .-臺北市 :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基金
會, 11101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49-3-0 (平裝) NT$1000 普
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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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39-9 (EPUB)
普遍級
*最有趣的歐美近代史: 一聽就上癮!
比小說更離奇的歐洲故事/吳宜蓉作.
主講 .-- 新北市 : 一刻鯨選, 11101 .-約 199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0-54-9 (線上有聲書(M4a)) 普遍級
最強的一頁報告: 專為不知道寫作技
巧而加班苦思的你寫的入門書,三星、
LG、樂天企業都在採用。/朴信榮著;
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93-2 (PDF) 普遍級
最強的一頁報告: 專為不知道寫作技
巧而加班苦思的你寫的入門書,三星、
LG、樂天企業都在採用。/朴信榮著;
賴毓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94-9 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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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96-8-0 (EPUB)
普遍級

*就愛玩科學實驗,體驗式學習超有
趣. 1, 力、運動、電與磁/馮國濤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98-00-4
(EPUB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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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64-0-2 (PDF)
普遍級

*就愛玩科學實驗,體驗式學習超有
趣. 2, 植物與動物/馮國濤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98-01-1 (EPUB)
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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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
晨星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0-093-7 (EPUB) NT$259 普遍級

廁所裡的哲學課: 每天 14 分鐘,跟著
蘇格拉底、笛卡兒、尼采等 13 位世
界哲人,秒懂 100 個最經典的哲學思
維/亞當.弗萊徹, 盧卡斯.NP.艾格, 康
拉德.柯列弗作; 彭菲菲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1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84-5 (EPUB)
普遍級

創新的兩難(20 周年傳世經典版)/克
雷 頓 . 克 里 斯 汀 生 (Clayton M.
Christensen)著; 吳凱琳譯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8-167-0 (PDF) 普遍級
創新概念混成: 逐步設計思考/楊朝
陽, 傅翊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同大學, 11101 .-- 341 面; 19X24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021-1-0 ( 平 裝 )
NT$790 普遍級
勞工法規/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.-32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95-2 (PDF)
普遍級
博幼的故事: 用教育讓孩子成為自己
的太陽/博幼基金會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56-3 (PDF) NT$420
普遍級
博物館處方箋實務手冊/國立臺灣博
物館, 劉建良, 劉宜君, 姜韋彤合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博物館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554-1
(PDF) 普遍級
喜歡隨筆畫/吳畇蓁作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01-7-8 (PDF) NT$120 普遍級
尋覓,荀祕,先秦時代最後一位大儒:
即使禮崩樂壞,世界還是會照常運轉/
高專誠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2-035-2 (EPUB) 普遍級

循絲: 臺灣蠶絲材料探究及新用/林
宜鄉, 呂宗翰, 陳沛穎, 林希羽作 .-- 第
1 版 .-- 臺中市 : 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991-4-2 (PDF) 普遍級
惡臭與芬芳: 感官、衛生與實踐,近
代法國氣味的想像與社會空間/阿蘭.
柯爾本(Alain Corbin)著; 蔡孟貞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95-8
(EPUB) 普遍級
斯「文」各主張: 小品論述在民國/
劉佳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76-1 (PDF) 普遍級
斯「文」各主張: 小品論述在民國/
劉佳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民國歷
史文化學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36-77-8 (EPUB) 普遍
級

妮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443-6 (EPUB) 普遍級
智慧商務與行銷塑造友善石虎與農
作地方創生模式/陳博舜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朝陽科大, 11012 .-- 2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31-60-4 (平
裝) 普遍級
朝聖: 到印度佛教聖地該做的事/宗
薩蔣揚欽哲諾布作; 姚仁喜譯; 顧紘
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101 .-約 25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54-39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普遍級
棺材告白者: 有些遺願不會默默進墳
墓/威廉.埃德加(Bill Edgar)著; 甘振隴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64-6
(EPUB) 普遍級
植 病科學行 者的人生 機緣 / 黄鴻章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53-2
(PDF) 普遍級
殘暴之巔: 攀登 K2 的女子先鋒,五位
女性登山家的生死經歷/珍妮佛.喬登
(Jennifer Jordan)著; 呂奕欣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5-090-4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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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118-01-6
(EPUB) 普遍級
無始無終/蔣友梅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未來耿畫廊, 11102 .-- 128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46-57 (精裝) 普遍級

普林斯頓電腦入門課/布萊恩.柯尼罕
(Brian W. Kernighan)著; 李芳齡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19-3 (PDF)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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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30-3 (PDF) 普遍級

普林斯頓電腦入門課/布萊恩.柯尼罕
(Brian W. Kernighan)著; 李芳齡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20-9 (EPUB) 普遍級

*無聲的喧鬧: 乾坤詩刊二十五週年
紀念詩選/乾坤詩刊雜誌社編 .-- 臺北
市 : 乾坤詩刊雜誌社, 11012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53-0-6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
普通人的財富自由之道: 從思維到方
法,一人創業大神帶你打造致富腦/約
翰.李.杜馬斯(John Lee Dumas)著; 梵

痛風自我管理/張奉春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101 .-- 184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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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880-5 (平
裝) NT$300 普遍級
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54-36-9
(線上有聲書(MP3)) 普遍級

發現高更: 在孤獨中飛翔/鄭治桂, 黃
茜芳, 曾璐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品
林數位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5530-52-5
(EPUB)
NT$360 普遍級

虛擬貨幣經濟學: 從線上寶物、紅利
點數、比特幣到支付系統,數十億人
都能從中獲利的新興經濟趨勢/愛德
華.卡斯特羅諾瓦(Edward Castronova)
著; 黃煜文, 林麗雪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683-3 (PDF) 普遍級

筆尖上的智慧: 哥林多前後書/聖經
著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基石築夢工
場, 11102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55-0-3 (平裝) NT$199 普
遍級
絕對好吃!一流餐廳的美味料理科學
(全圖解): 精準拆解「分量、調味、
火力、時間」公式/前田量子著; 彭
琬婷譯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-533-2
(EPUB) 普遍級
紫微諭德/黃裕祁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
縣 : 黃裕祁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9769-3 (PDF) 普遍級
*給所有人的摩西五經導論: 歷史、
文學、神學的閱讀指引/吳仲誠著 .-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922-8 (EPUB)
普遍級
華德福簡單教養練習書/金.約翰.培
恩(Kim John Payne)著; 舒靈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487-79-4
(EPUB) 普遍級
華德福簡單教養練習書/金.約翰.培
恩(Kim John Payne)著; 舒靈譯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小樹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487-80-0 (PDF)
普遍級
華緣綺語: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
師生創作集/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
系策劃; 王萬象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33-8 (EPUB) 普遍級
菊池體操(終極版): 從 25 到 95 歲都
能做的最強健康操/菊池和子, 新村
直子著; 童唯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都會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156-7-7 (EPUB) 普遍
級
虛構的海(十週年版本)/林達陽作.朗
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101 .-- 約 120

虛擬貨幣經濟學: 從線上寶物、紅利
點數、比特幣到支付系統,數十億人
都能從中獲利的新興經濟趨勢/愛德
華.卡斯特羅諾瓦(Edward Castronova)
著; 黃煜文, 林麗雪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684-0 (EPUB) 普遍
級
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/羅伯.狄保德
(Robert de Board)著; 張美惠譯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658-762-7
(EPUB)
NT$280 普遍級
視点研究とその拡がり: 現代日本語
を中心に/古賀悠太郎著 .-- 第 1 版 .- 臺北市 : 大新, 11102 .-- 17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21-216-4 (平裝)
NT$400 普遍級
視覺思考練習題: 160 個增強腦力的
解 謎 遊戲 / 葛瑞斯. 摩爾著; 翁雅如
譯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719-9 (EPUB)
普遍級
*視覺傳達與餐旅跨域整合展示科技
人才技術實作之教學實踐成果/嚴佳
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101 .-- 15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8-050-2 (平裝) 普遍級

越 南 語 商 務 會 話 (B1 上 )/ISAYTEC
作 .-- 臺北市 : 羽翼實業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3395-4-4
(EPUB) 普遍級
*越南語商務會話(B1 上)/ISAYTEC
作 .-- 臺北市 : 羽翼實業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395-7-5 (PDF)
普遍級
越 南 語 基 礎 會 話 (A1 上 )/ISAYTEC
作 .-- 臺北市 : 羽翼實業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3395-5-1
(EPUB) 普遍級
越 南 語 基 礎 會 話 (A1 上 )/ISAYTEC
作 .-- 臺北市 : 羽翼實業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395-8-2 (PDF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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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445-2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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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446-9 (PDF) 普遍級
超實用!公務員 EXCEL 省時必備祕
技 108 招: 輕鬆提高自動化執行力
(Office 365 版)/張雯燕著、ZCT 策
劃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3-016-0 (PDF) NT$320 普遍級
超實用!公務員 EXCEL 省時必備祕
技 108 招: 輕鬆提高自動化執行力
(Office 365 版)/張雯燕著、ZCT 策
劃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3-024-5 (EPUB) NT$320 普遍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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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727-2-5
(EPUB) 普遍級

超實用藥草精油指南: 家庭必備能量
藥草手帳&70 種手作芳療驅蟲噴霧/
真木文繪, 史提芬妮.L.杜里斯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7065-16-7 (全套:
平裝) NT$659 普遍級

越南文自學攻略/ISAYTEC 作 .-- 臺
北市 : 羽翼實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3395-3-7 (EPUB) 普遍
級

進香集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5-613-0 (EPUB) 普遍級

*越南文自學攻略/ISAYTEC 作 .-- 臺
北市 : 羽翼實業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3395-6-8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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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刀房的溫暖: 外科醫師的同理與傾
聽/賴俊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
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6-278-2 (EPUB) 普遍級

開動了!老台中: 歷史小說家的街頭
飲食踏查/楊双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玉山社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4-303-8 (EPUB) 普遍級
開箱人生: 從哲學看生活的一百六十
種面貌/朱立安.巴吉尼(Julian Baggini),
安東尼雅.麥卡洛(Antonia Macaro)著;
盧思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988-1 (PDF) 普遍級

飲食決定去濕力: 去濕中藥茶湯,補
脾不生病/楊淑媚, 蔡昆道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39-5
(EPUB) 普遍級

想到明天要上班就失眠: 在職或離職
都不必活得委屈的共感對話/李有林
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
好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7-17-6 (EPUB) 普遍級

黑暗旅遊: 暗黑吸引力的目的地/米
莉安.德爾.里歐(Míriam del Río)作; 周
芷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方家園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872-9-3 (PDF) 普遍級

想笑的時候再笑,才是我最可愛的樣
子: YouTuber「飽妮」施展電影宅魔
法,讓你成為最喜歡的自己(管他淑女
佳人還是蛇蠍魔女或魯妹)/飽妮作;
穆宣名朗讀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
11102 .-- 約 25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680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普遍級

開箱人生: 從哲學看生活的一百六十
種面貌/朱立安.巴吉尼(Julian Baggini),
安東尼雅.麥卡洛(Antonia Macaro)著;
盧思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989-8 (EPUB) 普遍級

傾聽的力量: 練習一個神奇的傾聽法
則,創造圓滿關係,讓人信任讚嘆「你
都 懂 ! 」 / 麥 可 . 索 倫 森 (Michael S.
Sorensen)著; 朱詩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452-8 (EPUB) 普遍級

閒人出租: 我的工作是什麼都不做!/
出租閒人著; 姜柏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728-0 (PDF) 普遍級

塗鴉吧!用視覺模板翻轉人生: 7 種框
架 x4 個步驟,考試學習、職場表達、
時間管理全搞定/邱奕霖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圓神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3-815-6 (EPUB) 普遍
級

閒人出租: 我的工作是什麼都不做!/
出租閒人著; 姜柏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737-2 (EPUB) 普遍
級
雅思口說: 超強部署搶分術/何幸修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
藝術家協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001-8-5 (PDF) NT$300
普遍級
雄好呷: 高雄 111 家小吃慢食、至情
至性的尋味記錄(暢銷典藏版)/郭銘
哲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4-129-2 (PDF) 普遍級
雄好呷: 高雄 111 家小吃慢食、至情
至性的尋味記錄(暢銷典藏版)/郭銘
哲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4-130-8 (EPUB) 普遍級
項與; 相與= The words & participation
of the item; the words & participation of
the photo/周亦龍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千華創意空間廣告, 11101 .-- 3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283-9-1 (平
裝) 普遍級
飲食決定去濕力: 去濕中藥茶湯,補
脾不生病/楊淑媚, 蔡昆道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38-8 (PDF)
普遍級

塔羅攻略(暢銷經典版): 從偉特系牌
圖透析塔羅奧祕/星宿老師(Farris Lin)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6-66-1 (EPUB) 普遍級
幹細胞趨勢革命/周遵善, 許家宜著 .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113-06-6
(EPUB) NT$250 普遍級
感恩高雄: 小強的奇遇/羅智強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強, 11103 .-- 185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35-72 (精裝) 普遍級
感謝折磨你的人. 挫折篇/凌越編著 .- 第 1 版 .-- 新 北 市 : 普 天 出 版 ,
1110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9-810-8 (平裝) NT$380 普遍級
感覺雷諾瓦: 人生的艱難與美好/鄭
治桂, 林韻豐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
品林數位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86-5530-54-9
(EPUB)
NT$360 普遍級
想到明天要上班就失眠: 在職或離職
都不必活得委屈的共感對話/李有林
著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
好出版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7-16-9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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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上莫内: 光與生命的信仰/鄭治桂,
鄭麗卿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品林數
位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0-53-2 (EPUB) NT$360 普
遍級
愛因斯坦的經典謎題: 破解科學和哲
學界最燒腦的 50 道難解之謎/傑瑞米.
史坦葛倫(Jeremy Stangroom)著; 林麗
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17-4 (PDF) NT$350 普遍級
愛因斯坦的經典謎題: 破解科學和哲
學界最燒腦的 50 道難解之謎/傑瑞米.
史坦葛倫(Jeremy Stangroom)著; 林麗
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718-1 (EPUB) NT$350 普遍級
愛的光源療癒: 修復轉世傷痛的水晶
缽音樂療法/內山美樹子 MIRA 著; 洪
玉珊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
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38-0-6 (EPUB) 普遍級
愛與奇蹟,家族系統排列一本通: 從
核心理論到療癒案例,結合實務、藝
術與靈性,引領你前往幸福成功的人
生/楊世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
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126-00-4 (EPUB) 普遍級
新手必練!股市勝盃祕技與操盤技巧
八部曲/方天龍作; 李英立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約 310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97-3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20 .-- ISBN
978-957-13-9998-0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420 普遍級
新手選股不哈囉!阿斯匹靈不看盤也
獲利的 30 堂財務自由課/阿斯匹靈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
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153-8-7 (PDF) 普遍級
新手選股不哈囉!阿斯匹靈不看盤也
獲利的 30 堂財務自由課/阿斯匹靈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優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61-1-1 (EPUB) 普遍級
新光三越國際攝影系列活動. 2022=
2022 Shin Kong Mitsukoshi International
Photography Exhibition events/謝英明,
羅英慈, 黃文鵬, 趙旭華, 許立瑀執行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光三越文
教基金會, 11102 .-- 64 面; 27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3424-8-4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新冠時代下的東南亞新情勢/鐘雲曦,
黃譓安, 羅惠宜, 巫佩蒂, 李明勳, 黃
以樂, 吳安琪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中經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, 1101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1541-3-0
(PDF) 普遍級
新訓詁學/蘇建洲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554-9 (PDF) NT$530 普遍
級
新 興生技食 品學習護 照 /劉意如編
輯 .-- 臺北市 : 食藥署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89-4 (PDF)
普遍級
會計.稅務判解評析. 個人財產篇. 三/
李秉謙, 林榮華, 桂祥晟, 黃若清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685-9 (PDF)
NT$280 普遍級
會計.稅務判解評析. 營利事業篇. 三/
吳俊志, 周逸濱, 魯忠翰, 黃郁升, 陳
揚仁, 桂祥晟, 許祺昌, 高文心, 鍾典
晏, 陳志愷, 黃彥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686-6 (PDF) NT$300 普遍
級
極簡義大利史/北原敦作; 甘為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08-6
(EPUB) 普遍級
極簡義大利史/北原敦作; 甘為治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8-13-0 (PDF)
普遍級

概念設計/向海濤, 毛宸霞著 .-- 修訂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2-018-5
(PDF) 普遍級

*經典速讀: 精選道德經 200 句/沈智
編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達 觀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8-06-6 (EPUB) 普遍級

楊照談川端康成: 日本文學名家十講.
4/楊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90-6 (EPUB) 普遍級

*經典速讀: 精選論語 200 句/沈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8-07-3
(EPUB) 普遍級

楊照談芥川龍之介: 日本文學名家十
講 3/楊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86-9 (EPUB) 普遍級

義賊: 贏家的故事/映小殘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105-31-3 (PDF)
NT$480 普遍級

煤氣燈操縱: 辨識人際中最暗黑的操
控術,走出精神控制與內疚,重建自信
與自尊/艾美.馬洛-麥柯(Amy MarlowMaCoy)著; 朱崇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179-1 (EPUB) 普遍級

聖母峰史詩/法蘭西斯.楊赫斯本
(Francis Younghusband)著; 黃梅峰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7-74-2 (EPUB) NT$336 普遍級

當客戶說不: 世界頂級銷售大師教你
四 步 驟 馬 上 成 交 !/ 湯 姆 . 霍 普 金 斯
(Tom Hopkins), 本.卡特(Ben Katt)著;
楊曉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14-41-7 (PDF) 普遍級
當寂寞在黑夜靠岸/紀小樣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34-0
(EPUB) 普遍級
碘的奇蹟: 40 多年來人體健康最被忽
略 的 重 要 營 養 素 / 琳 恩 . 法洛 (Lynne
Farrow)著; 蕭寶森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柿子文化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6-65-4 (EPUB) 普遍
級
*經典速讀: 精選佛經 200 句/沈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8-02-8
(EPUB) 普遍級

聖經充滿我/杜佳諭文字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 南 市 : 臺 灣 教 會 公 報 社 ,
11103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1-30-0 (第 10 冊:平裝) NT$80
普遍級
腰痛難民: (日本名醫獨家見解)情緒、
個性及天氣,也會引發疼痛!/池谷敏
郎著; 張佳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206-5 (EPUB) 普遍級
腰痛難民: (日本名醫獨家見解)情緒、
個性及天氣,也會引發疼痛!/池谷敏
郎著; 張佳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207-2 (PDF) 普遍級
*解憂禪語錄: 不再預支煩惱與焦慮,
掃除心靈垃圾的生活練習/細川晋輔
著; 葉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85-7 (PDF) 普遍級

*經典速讀: 精選孫子兵法 200 句/沈
智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8-03-5 (EPUB) 普遍級

*解憂禪語錄: 不再預支煩惱與焦慮,
掃除心靈垃圾的生活練習/細川晋輔
著; 葉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6-486-4 (EPUB) 普遍級

*經典速讀: 精選莊子 200 句/沈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8-04-2
(EPUB) 普遍級

解鎖未來教育/簡志峰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26-3 (PDF)
普遍級

*經典速讀: 精選詩經 200 句/沈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達觀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8-05-9
(EPUB) 普遍級

解鎖未來教育/簡志峰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28-7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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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篇: 靈修綱要/黃明鎮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基督更生團契, 11101 .-- 2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8786-92 (平裝) 普遍級

電影的口音: 賈樟柯談賈樟柯/白睿
文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5-635-2 (EPUB) 普遍級

詩篇是我的嚮導: 詩人教我的靈修學
/ 謝 挺 著 .-- 新 北 市 : 校 園 書 房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923-5 (EPUB) 普遍級

零基礎圖解中醫大全/劉乃剛, 武建
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
11102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7085-097 (全套:平裝) NT$900 普遍級

話語!啟動宇宙最驚人的共振能量
(暢銷紀念版): 幸與不幸,都是你自己
說出來的!/佛羅倫斯.斯科維爾.希恩
(Florence Scovel Shinn)著; 陳師蘭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67-8
(EPUB) 普遍級

預約未來財富: 88 則金融小常識打造
投資精準眼光/李顯儀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25-2 (PDF)
NT$380 普遍級

資本戰爭: 全球熱錢的流動趨勢/麥
可.J.豪爾(Michael J. Howell)著; 吳慕
書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商 周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8-162-5 (EPUB) 普遍級
農民學院回娘家 十週年紀念專刊/高
士寰, 陳慈芬, 陳妙帆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農委會藥毒所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100-56-1 (PDF)
普遍級
逾越節的預言: 神如何在危機中重整
人 心 與 列 國 / 恰 克 . 皮 爾 斯 (Chuck
Pierce)著; 秦蘊璞譯 .-- 臺北市 : 和撒
那文化事業基金會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81702-4-7 (PDF)
普遍級
逾牆的夢: 第四十一屆雙溪現代文學
獎得獎集刊/王彥亭, 王麒婷, 張芸瑄,
周家瑜主編 .-- 臺北市 : 東吳, 11101 .- 48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224-1-5 (平裝) 普遍級
*電子學(含概要)/徐梁棟編 .-- 十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2-82-3 (PDF)
普遍級
電玩遊戲腳本設計法/弗林.迪爾
(Flint Dille), 約翰.祖爾.普拉騰(John
Zuur Platten) 著 ; 陳 依 萍 , 摩 訶 聖
(MtM4H4)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
士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0-208-1 (EPUB) NT$840 普
遍級
電玩翻譯: 新手譯者的生存攻略/徐
昊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32-596-1 (EPUB) 普遍級

預約未來財富: 88 則金融小常識打造
投資精準眼光/李顯儀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26-9 (EPUB)
NT$380 普遍級
預 期 投 資 / 麥 可 . 莫 布 新 (Michael J.
Mauboussin), 阿爾福雷德. 拉波帕特
(Alfred Rappaport )作; 徐文傑譯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89-8 (PDF)
普遍級
預 期 投 資 / 麥 可 . 莫 布 新 (Michael J.
Mauboussin), 阿爾福雷德. 拉波帕特
(Alfred Rappaport )作; 徐文傑譯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90-4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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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城邦商業周刊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08-7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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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城邦商業周刊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9-09-4 (PDF) 普遍級
像 科學家一 樣做專題 研究 / 楊善茜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8-147-2
(EPUB) NT$24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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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安旻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32-036-9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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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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0-206-7 (EPUB) 普遍級
* 圖 解 SQL 查 詢 的 基 礎 知 識 : 以
MySQL 為 例/ 坂下夕里著; 許郁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4-083-4 (PDF) NT$520 普遍級
圖解公共政策/汪正洋著 .-- 五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72-3 (PDF) 普遍級
圖解方劑學/李家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533-4 (PDF) 普遍級
圖解世界宗教: 信仰害得人喪心病狂?
宗教和科學水火不容?揭開人類史上
最神祕的自然崇拜/Matthieu Grimpret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9-78-4 (EPUB) 普遍級
圖解生產與作業管理/歐宗殷, 蔡文
隆 著 .-- 三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594-5 (PDF) 普遍級
圖解作業研究/趙元和, 趙英宏, 趙敏
希 著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五 南 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7-613-3 (PDF) 普遍級
圖 解 希 臘 神 話 ( 修 訂 新 版 )/ 凱 特 琳
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88-2
(EPUB) 普遍級
圖解改善管理/陳耀茂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63-1 (PDF) 普遍級
圖解汽車構造與原理: 汽車零件、組
裝、作動原理全解析,認識汽車組成
與維修指南/曾逸敦著 .-- 第一版 .-臺中市 : 晨星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320-083-8
(EPUB)
NT$315 普遍級
圖解財務報表分析/馬嘉應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50-1 (PDF)
普遍級
圖解商用微積分/黃學亮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7-582-2 (PDF) 普遍級

夢見夏卡爾: 浪漫的狂想/鄭治桂, 黃
茜芳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品林數位
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0-55-6 (EPUB) NT$360 普遍級

11101 .-- 280 面; 3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483-1-0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
對自己也當個好人: 停止苛待自己，
在低潮中安頓自我，找到溫暖療癒

精神科醫師的情感控制術/樺澤紫苑
作; 洪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社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401-0 (EPUB) 普遍級

的力量/全娥論（전아론）著; 李煥
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9-25-5 (EPUB) 普遍級

精神科醫師的情感控制術/樺澤紫苑
作; 洪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
社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403-4 (PDF) 普遍級

對自己也當個好人: 停止苛待自己，
在低潮中安頓自我，找到溫暖療癒

精靈大陸與刻印的魔女/Sakizo 作; 李
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9-139-3 (EPUB) 普遍級

的力量/全娥論（전아론）著; 李煥
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89-31-6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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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5-20-6 (EPUB) 普遍級
漢字裡的故事: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風
俗史/許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
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45-25-1 (EPUB) 普遍級
甄戰大學: 決戰新課綱(建築與設計
學群)/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7-049-7 (PDF)
普遍級
睡好覺: 調氣血、顧胃養腎、聲音和
光線......由內而外，讓你不靠藥物能
也能一覺到天亮。/梁冬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任性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710-0-0 (PDF) 普遍級
睡好覺: 調氣血、顧胃養腎、聲音和
光線......由內而外，讓你不靠藥物能
也能一覺到天亮。/梁冬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任性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710-1-7 (EPUB) 普遍
級
管人 36 計/許可欣作; 曉雨朗讀 .-- 第
一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101 .-- 約 479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95-1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28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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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34-1 (PDF) 普遍級
箏新視野: 當代古箏作品集/郭靖沐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宜蘭縣 : 三個人,

綠色精神/威廉.諾德豪斯(William D.
Nordhaus)作; 周宜芳譯 .-- 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3-93-5 (PDF) 普遍級
綠色精神/威廉.諾德豪斯(William D.
Nordhaus)作; 周宜芳譯 .-- 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3-94-2 (EPUB) 普遍
級
綠煙飄夢: 謝明錩水彩創作= The art
of Hsieh Ming-chang/謝明錩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侏羅紀, 11101 .-- 108
面 ; 26X2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345-1-8 (精裝) NT$680 普遍級
臺灣四季青草誌: 123 種在地青草圖
鑑 X25 年本土典籍總整理,24 節氣常
備青草保健事典/李嘉梅(大俠老師)
撰文.攝影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5-22-8 (EPUB) NT$980 普遍級
臺灣的國際文化關係: 文化作為方法
/劉俊裕, 張晴文, 盧佳君, 李兆翔, 郭
唐菱, 王紀澤, 陳嘉翎, 王慶康, 郭鎮
武, 林國平, 黃宇暘, 周維強, 王健宇,
吳介祥, 袁緒文, 李映霖, 魏君穎作 ;
劉俊裕, 魏君穎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巨流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53-9 (PDF) 普遍級
臺灣書院的傳統與現代/張崑將, 張
溪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人社
高研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2-74-2
(PDF) NT$700 普遍級
臺灣通史/連橫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7-532-7 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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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詩色彩美學六家論 /王文仁,
李桂媚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
訊科技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88-48-7 (EPUB) 普遍級
臺灣蝴蝶圖鑑. 上: 弄蝶、鳳蝶、粉
蝶/徐堉峰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78-4 (EPUB) 普遍級
與救世主同在: 來自宇宙存在雅伊多
隆的訊息/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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46-0-5 (EPUB)
普遍級
與教宗對話: 教宗方濟各談信仰、家
庭、人生與社會/教宗方濟各(Jorge
Bergoglio), 思 科 卡 拉 比 (Abraham
Skorka)合著; 王念祖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啟示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477-6-0 (EPUB) 普遍級
與普妹的畢業旅行～告白三秒即合
體!?. 1/ミマ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453-6
(EPUB) 限制級
蒙古與伊斯蘭中國: 一段貼近民族心
靈的旅程/楊海英著; 鄭天恩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96-6 (PDF)
普遍級
蒙古與伊斯蘭中國: 一段貼近民族心
靈的旅程/楊海英著; 鄭天恩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97-3
(EPUB) 普遍級
*語言學: 結構、認知與文化的探索/
黃宣範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
出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0-568-6 (PDF) NT$700 普遍
級
說話的城市/林一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九歌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0-408-4 (PDF) 普遍級
輕鬆學馬來語/劉月容著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冠唐國際圖書, 11102 .-冊 .-- ISBN 978-626-95622-1-3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95622-2-0 (下
冊:平裝) 普遍級
*颱風/克里.伊曼紐(Kerry Emanuel)作;
吳俊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

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0-569-3 (PDF) NT$880 普遍
級
颱風/克里.伊曼紐(Kerry Emanuel)作;
吳俊傑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
版中心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0-570-9 (EPUB) NT$880 普
遍級
鳳鳴高岡一甲子: 中國文化大學 60
年校史/胡幼偉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文化大學, 11102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403-0 (精裝附
光碟片) NT$1500 普遍級
*劉必榮孫子兵法與談判謀略的 34
堂課/劉必榮作.主講 .-- 新北市 : 一刻
鯨選, 11101 .-- 約 428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10-53-2 (線上有聲書
(M4A)) 普遍級
墜入情網的科學方法/葉壯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0-2-4 (PDF)
普遍級
墜入情網的科學方法/葉壯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10-3-1 (EPUB)
普遍級
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五號: 辨認並評
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/ .-- 臺北市 : 會
計研發基金會, 11102 .-- 15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13-5-0 (平裝)
NT$410 普遍級
寫作,最強的商業武器/鄭泰日著; 郭
佳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3-04-1 (EPUB) 普遍級
寫作,最強的商業武器/鄭泰日著; 郭
佳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3-05-8 (PDF) 普遍級
寫給公民的 40 堂思辨課/公民不下課
著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60-6 (PDF)
普遍級
影片策劃 So Easy: 第一次做廣告行
銷影片也能快速上手/楊易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73-9
(EPUB) 普遍級
德弗羅學前幼兒評估量表: 指導手冊
= Devereux early childhood assessment

for preschoolers/Paul A. LeBuffe, Jack A.
Naglieri, the Devereux Center for
Resilient Children 編製; 郭李宗文, 鄧
蔭萍修訂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
11101 .-- 4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4-60-6 (平裝) NT$600 普遍級
德言並立.儒義新詮: 對先秦儒家之
哲學思考/吳進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7-609-6 (PDF) 普遍級
德國人沒那麼愛工作: 態度嚴謹,但
不求完美-德國人每年休假五至六週、
經常準時下班與家人吃晚餐,他們高
效率的祕訣是什麼?/隅田貫著; 黃立
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98-7 (PDF) 普遍級
德國人沒那麼愛工作: 態度嚴謹,但
不求完美-德國人每年休假五至六週、
經常準時下班與家人吃晚餐,他們高
效率的祕訣是什麼?/隅田貫著; 黃立
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1-99-4 (EPUB) 普遍級
憂鬱的貓太郎/王幼華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438-2 (EPUB) 普遍
級
憂鬱症女孩觀察筆記/王瑋棱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註異文庫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34-5-9 (PDF)
NT$39 普遍級
數位過勞: 睡眠專科醫師的 56 個休
息提案,修復 online/offline 切換倦怠/
西多昌規著; 呂盈璇譯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760-3 (EPUB) 普遍級
歐 洲中心主 義與社會 科學 / 謝宏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608-9
(PDF) 普遍級
澎湖灣的荷蘭船: 十七世紀荷蘭人怎
麼來到臺灣/楊渡作 .-- 臺北市 : 南方
家園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715-4-3 (EPUB) 普遍級
瘟神占領的城市/白靈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88-35-7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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瞑想的極致: 奇蹟的神祕體驗/大川
隆法作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學
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746-1-2 (EPUB) 普遍級
練習不焦慮的生活: 讓孩子的焦慮特
質轉化成韌性與人生的力量/麥可.葛
羅斯(Michael Grose), 裘蒂.李察森博
士(Dr Jodi Richardson)著; 林虹瑜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53-5 (EPUB)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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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2-020-8 (EPUB) 普遍級
線上學習新視界. 高中篇: 台達磨課
師致力培育自動化人才/彭宗平, 張
錦弘, 曾政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86-0 (EPUB) 普遍級
線上學習新視界. 高中篇: 台達磨課
師致力培育自動化人才/彭宗平, 張
錦弘, 曾政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6189-1 (PDF) 普遍級
罵人不必帶髒字. 幽默回應篇/文彥
博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
版, 11102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811-5 (平裝) NT$380 普
遍級
蔬果分級標準暨包裝規格/翁震炘總
編 輯 .-- 臺 北 市 : 臺 北 農 產 運 銷 ,
11012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95651-0-8 (第 1 冊:平裝) 普遍級
蔬果汁蔬菜汤 喝出排毒免抗癌力/李
婉萍著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,
11103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1-31-3 (平裝) 普遍級
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(大本). 民國一
一二年/正福堂造曆館, 蔡典宏編纂 .- 南投縣 : 正福堂, 11104 .-- 5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59-9-5 (平裝)
NT$590 普遍級
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(平本). 民國一
一二年/正福堂造曆館, 蔡典宏編纂 .- 南投縣 : 正福堂, 11104 .-- 51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059-8-8 (平裝)
NT$500 普遍級

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(特大本). 民國
一一二年/正福堂造曆館, 蔡典宏編
纂 .-- 南投縣 : 正福堂, 11104 .-- 54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750-15 (平裝) NT$690 普遍級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93-8 (PDF)
普遍級

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(專業版教師
用). 民國一一二年/正福堂造曆館, 蔡
典宏編纂 .-- 南投縣 : 正福堂, 11104 .- 5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50-0-8 (平裝) NT$690 普遍級

輪椅裝置技術報告/謝靜秀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, 11101 .- 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579-3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
蝴蝶的重量: 奈莉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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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06-275-1 (EPUB) 普遍級

輪迴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
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5-614-7 (EPUB) 普遍級

遮蔽的天空/保羅.鮑爾斯(Paul Bowles)
著 ; 周 雅 淳 譯 .-- 臺 北 市 : 麥 田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89-0 (EPUB) 普遍級

複利思維: 6 大複利維度,31 個精英都
在用的思維模型/王智遠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7-14-5 (EPUB)
普遍級

醉人植物博覽會: 香蕉、椰棗、蘆薈、
番紅花......如何成為製酒原料,形成
啜 飲 的 歷 史 / 艾 米 . 史 都 華 (Amy
Stewart)著; 周沛郁譯 .-- 2 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商務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5-3400-9 (EPUB) 普遍
級

複利思維: 6 大複利維度,31 個精英都
在用的思維模型/王智遠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7-15-2 (PDF)
普遍級

閱讀寫作公開課: 大學老師神救援,
國文上課不無聊!/王文仁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42-0
(EPUB) 普遍級

談判致富: 從商業實戰到生活應用,
溝通高手教你用談判創造財富/麥可.
雅德尼(Michael Yardnet) 著; 楊馥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444-3
(EPUB) 普遍級

*靠岸: 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
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/陳芸英, 陳
葚慈, 陳翠婷, 蔡適任著 .-- 高雄市 :
佛光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7-620-3 (EPUB) NT$380 普
遍級

課堂外的媽媽經: 「粉紅豬」老師的
教學日誌/黃淑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78-2 (EPUB) 普遍
級

養生食療全書:居家外食都 OK!184
種常見排毒食材,調整體質從「吃」
開始/藥日本堂監修; 林姿呈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697-6 (EPUB)
普遍級

課堂外的媽媽經: 「粉紅豬」老師的
教學日誌/黃淑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979-9 (PDF) 普遍級
誰說你一定非得要想通?: 給總是越
想越糾結的你,不用吃藥的療「鬱」
處方箋/皮亞.卡萊森(Pia Callesen)著;
安.梅特.福特普(Anne Mette Futtrup)共
同作者; 林怡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平安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6-57-6 (PDF) NT$238 普遍
級
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/
約翰.洛克(John Locke)著; 李華夏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

魯迅. II: 魯迅散文全集/魯迅著 .-- 新
北市 : 好優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761-0-4 (EPUB) 普遍
級
墨菲定律: 如果有可能出錯,那就一
定會出錯!/張文成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6-44-9 (PDF) 普遍級
墨菲定律: 如果有可能出錯,那就一
定會出錯!/張文成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6-45-6 (EPUB)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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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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11-245-3 (EPUB) NT$550 普遍級
學習區的自主遊戲與探究學習: 台灣
台中愛彌兒幼兒園課程發展與實踐/
倪鳴香, 徐德成, 張斯寧, 陳娟娟, 陳
淑琦, 廖鳳瑞, 潘世尊, 鄭青青, 鄭舒
丹, 台灣台中愛彌兒幼兒園教學團隊
作; 鄭青青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心理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4-58-3 (PDF) 普遍級
學習區的自主遊戲與探究學習: 台灣
台中愛彌兒幼兒園課程發展與實踐/
倪鳴香, 徐德成, 張斯寧, 陳娟娟, 陳
淑琦, 廖鳳瑞, 潘世尊, 鄭青青, 鄭舒
丹, 台灣台中愛彌兒幼兒園教學團隊
作; 鄭青青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心理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4-59-0 (EPUB) 普遍級
學會多媒體設計的 12 堂黃金入門課:
免費共享軟體×影像處理設計×視訊
剪輯製作×3D 動畫實務/鄭苑鳳著;
ZCT 策劃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3-027-6 (PDF) NT$600 普遍級
學會多媒體設計的 12 堂黃金入門課:
免費共享軟體×影像處理設計×視訊
剪輯製作×3D 動畫實務/鄭苑鳳著;
ZCT 策劃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3-028-3 (EPUB) NT$600 普遍級
學會專案管理的 12 堂課/鍾文武著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17-7
(PDF) NT$520 普遍級
學會專案管理的 12 堂課/鍾文武著 .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3-029-0
(EPUB) NT$520 普遍級
戰鬥吧!成語: 登入厭世伺服器/厭世
國文老師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58-763-4 (EPUB) NT$238 普遍級
整復推拿師的眼壓重設術 視力回升
0.2!/清水 Rokkan 作; 許郁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402-7
(EPUB) 普遍級
整復推拿師的眼壓重設術 視力回升
0.2!/清水 Rokkan 作; 許郁文譯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404-1
(PDF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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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92-763-9 (PDF)
普遍級
歷史的轉換期. VI, 1571 年,白銀大流
通與國家整合/平山篤子, 城地孝, 真
下裕之, 堀井優, 和田光司, 薩摩真介
著; 李雨青譯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
商務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5-3398-9 (EPUB) 普遍級

優雅反駁的技術: 善用溝通標靶,讓
對方服氣又不傷和氣/納森.宇天達爾
(Nathan Uyttendael)著; 陳映竹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58-4 (PDF)
NT$360 普遍級

臉書(FB)貼文彙編: 2020 年 10 月 16
日-2021 年 12 月 31 日/社團法人臺灣
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,
11101 .-- 73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6863-6-5 (平裝) NT$500 普遍級

優雅反駁的技術：善用溝通標靶,讓
對方服氣又不傷和氣/納森.宇天達爾
(Nathan Uyttendael)著; 陳映竹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59-1
(EPUB) NT$360 普遍級

螺 絲 特 刊 . 2022= Taiwan fastener
special edition 2022/ .-- 高雄市 : 台灣
螺絲工業同業公會, 11101 .-- 3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85-0-5 (平
裝) 普遍級

歷史是一雙靴子/磯田道史著; 黃鈺
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016-9-4 (PDF) NT$300 普遍級

壓力: 你一輩子都必須面對的問題!
解開壓力與生理、精神的糾纏關係!/
羅伯.薩波斯基(Robert M. Sapolsky)著;
陳 思 含 譯 .-- 臺 北 市 : 柿 子 文 化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6-69-2 (EPUB) 普遍級

歷史是一雙靴子/磯田道史著; 黃鈺
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75-0-7 (EPUB) NT$300 普遍級

嬰幼兒撫觸與按摩/王美玲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607-2 (PDF)
普遍級

激辣中國: 從廉價到流行,辣椒的四
百年中國身世漂流記,探查地域傳播、
南北差異到飲食階級/曹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185-2 (PDF)
NT$350 普遍級

彌勒聖道行. 六十一部曲, 神魔之謎/
彌勒皇佛作; 彌勒開慧神譯 .-- 臺北
市 : 彌勒皇教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245-4-9 (EPUB)
普遍級

燈籠集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5-615-4 (EPUB) 普遍級
積極防禦: 中國一九四九年以來進化
的軍事策略/傅泰林(M. Taylor Fravel)
作; 高紫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188-3 (EPUB) NT$349 普遍級
親子教育與美好互動/張寶樂著作 .-新北市 : 中國現代化文化基金會,
11101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0362-1-4 (平裝) NT$200 普遍級
靜水/約翰.哈威(John Harvey)著; 李靜
宜 譯 .-- 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東 美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753-7-5 (EPUB) 普遍級
龍族守護能量全書/黛安娜.庫珀
(Diana Cooper)著; 非語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85-13-4 (EPUB)
NT$315 普遍級

總統與我: 政壇奇緣實錄/張祖詒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56-8 (EPUB) NT$420 普遍級
總統與我: 政壇奇緣實錄/張祖詒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457-5 (PDF) NT$420 普遍級
聰明的 ETF 投資法/雨果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7046-42-5 (PDF)
普遍級
聰明的 ETF 投資法/雨果著 .-- 新北
市 : 幸福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46-43-2 (EPUB) 普遍
級
膽固醇其實跟你想的不一樣!(暢銷
紀念版): 膽固醇的功用超乎想像,想
多活 20 年,你一定要重新認識它/吉
米.摩爾(Jimmy Moore), 艾瑞克.魏斯
特曼(Eric C. Westman)著; 李明芝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68-5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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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不是我的時代/方子齊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726-1-8 (EPUB)
普遍級
鎂日健康: 抗發炎與過敏、改善失眠、
防血栓、保護心臟與血管、調控血
壓與血糖、遠離癌症/安娜.瑪麗亞.
拉尤斯提西亞.貝爾嘉沙(Ana Maria
Lajusticia Bergasa)著; 許秀全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95643-5-4
(EPUB) NT$265 普遍級
隱市致富地圖: 贏者,隱於市,我用一
張表找出即將大漲的隱形冠軍/股市
隱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3-02-7 (PDF) 普遍級
隱市致富地圖: 贏者,隱於市,我用一
張表找出即將大漲的隱形冠軍/股市
隱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123-03-4 (EPUB) 普遍級
韓式香氛蠟燭與擴香/Kate(陳愷緹)
作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20-084-5 (EPUB)
普遍級
斷食善終: 送母遠行,學習面對死亡
的生命課題/畢柳鶯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192-0 (EPUB) 普遍級
斷章的另一種可能: 截句雅和詩選/
寧靜海, 漫漁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秀威資訊科技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88-36-4 (EPUB) 普遍
級
簡少年的算命通識課/簡少年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24-3 (PDF)
普遍級

簡少年的算命通識課/簡少年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35-025-0
(EPUB) 普遍級
*簡明聖經: 創世記、出埃及記 1～20
章、約伯記、詩篇、箴言、傳道書、
雅歌、以賽亞書、約拿書‧新約全
書/凸桑中文聖經事工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道聲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0-397-6 (PDF) 普遍級
簡清堯合唱作品集/簡清堯作曲 .-- 臺
北市 : 中國音樂書房, 11101 .-- 15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86-0-4 (平
裝) NT$250 普遍級
簡清堯器樂作品集/簡清堯作曲 .-- 臺
北市 : 中國音樂書房, 11101 .-- 137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86-1-1 (平
裝) NT$250 普遍級
簡單做出星級便當/林玉樹, 高世達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65-25-9 (EPUB) NT$450 普遍級
簡單做出星級便當: 專業老師教你做
質感好料理,上班也能吃得很美味!/
林玉樹, 高世達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出色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7065-19-8 (PDF) NT$450 普遍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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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簡墨, 陳洪
嶺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32-021-5 (EPUB) 普遍級
翻轉思維: 整合已知,從小細節突破
思考框架,深度進化的心智進擊術/采
銅著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352-8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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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-- 台
北市 : 游擊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04-9-4 (EPUB) 普遍
級
職場暗流: 黑色潛規則/楊惠中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90-4
(PDF) 普遍級
職場暗流: 黑色潛規則/楊惠中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91-1
(EPUB) 普遍級
聶紺弩先生年譜初編/張在軍編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40-99-9
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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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95-19-5 (EPUB) NT$252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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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5-18-8 (PDF) NT$252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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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7095-20-1 (PDF) NT$252
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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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626-7095-21-8
(EPUB)
NT$252 普遍級
醫藥健保法規/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
輯 .-- 27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3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96-9
(PDF) 普遍級
雙語教學無敵通/written by Jeff Wen,
Arthur McCambridge .-- 臺中市 : 英閱
音躍研創, 11102 .-- 47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95445-6-6 (平裝) 普遍
級
鞭痕集/徐訏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
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45-616-1 (EPUB) 普遍級
鬆綁你的焦慮習慣: 善用好奇心破除
焦慮與恐懼的迴圈,有效戒除壞習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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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實證法則/賈德森. 布魯爾(Judson
Brewer)作; 蕭美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5-009-0 (PDF) 普遍級
鬆綁你的焦慮習慣: 善用好奇心破除
焦慮與恐懼的迴圈,有效戒除壞習慣
的實證法則/賈德森. 布魯爾(Judson
Brewer)作; 蕭美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103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35-010-6 (EPUB) 普遍
級
龐一棉紙撕畫: 紙粹的家 2021 師生
聯展/紙粹的家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紙粹的家, 11101 .-- 48 面; 15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696-0-1 (平裝)
NT$600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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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92-764-6 (PDF) 普遍級
羅馬義大利自由旅行= An easy trip by
SF-train & railpass on Italia/楊春龍文
字.攝影 .-- 第四版 .-- 新北市 : 采晴出
版工作室, 11102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200-3-9 ( 平 裝 )
NT$398 普遍級
證券交易法理論與實務/李開遠著 .-5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7-531-0 (PDF)
普遍級
關係 的追尋 / 克里希那穆提
(J.Krishnamurti) 著 ; 蔡 孟 璇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橡實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7085-14-1
(EPUB) NT$266 普遍級
願你擁有憤怒的自由/叢非從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103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79-9
(EPUB) NT$380 普遍級
願為星海/佐緒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5-617-8 (EPUB) 普遍級
釋門千里駒: 玄奘大師/度魯編繪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7-618-0
(PDF) NT$250 普遍級
攝 影旅途的 奇妙際 遇 / 楊塵攝影 ‧
文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楊塵文創工作
室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734-1-7 (PDF) NT$500 普遍級

蘭陵 40: 演員實驗教室/金士傑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95332-9-9 (EPUB)
普遍級
護心時代: 心血管不暴走!國際血液
醫學權威教你守護健康的七堂課/伍
焜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448-1 (EPUB) 普遍級
鐵道旅行.幸福 111/吳柏青作 .-- 初
版 .-- 宜蘭縣 : 上旗文化, 11012 .-- 12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33-740 (平裝) NT$250 普遍級
歡迎光臨午場酒店/少女 A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72-0 (PDF)
普遍級
歡迎光臨午場酒店/少女 A 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973-7
(EPUB) 普遍級
讀心師的科學戒菸指南: 科學實證+
心理學技巧+行為療法/DaiGo 著; 賴
惠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心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72-7-1 (EPUB) 普遍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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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9-588-5 (EPUB) NT$315 普遍級
鰻漫回家路: 世界上最神祕的魚,還
有我與父親/帕特里克.斯文森(Patrik
Svensson)作; 陳佳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啟明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210-2-9 (EPUB) 普遍級
顯微鏡下: 賴欣詩集/賴欣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5-618-5 (EPUB)
普遍級
靈鷲山弘法紀要. 2021/釋法昂, 陳坤
煌, 凃柏辰, 林佳儀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108-18-8 (PDF) 普遍級
椿象圖鑑/林義祥(嘎嘎), 鄭勝仲(悠
閒 ) 著 .-- 二 版 .-- 臺 中 市 : 晨 星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79-1 (EPUB) 普遍級

守衛你的情緒界線: 溝通減壓法十招,
讓人際關係不再左右為難、疾病不
上身/賴宇凡著 .-- 臺北市 : 優食文化
志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65-3-2 (EPUB) 普遍
級
先放手,再放心: 我從<<心經>>學到
的人生智慧/吳若權作 .-- 臺北市 : 悅
知文化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93-3-5 (PDF) 普遍級
遇見彌陀: 學佛感應記/林慈超作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化, 11101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7-622-7
(EPUB) 普遍級
每日得力一分鐘/梅許以謹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汪達數位, 11102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3357-6-8
(EPUB) 普遍級
有點廢但是很有趣!日常中的科學二
三事/沈進惠著; 徐小為譯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517-7 (EPUB) 普遍
級

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95665-1-8
(EPUB) 普遍級
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. 3: 聰明吃肉類,
養生有活力,不怕胖!/溫國智, 黃經典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
業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30-7-4 (PDF) 普遍級
根治飲食: 0-18 歲成長學習關鍵. 食
育篇(59 種兒童青少年疾病 X130 種
生長發育問題全面預防療癒對策)/賴
宇凡著 .-- 臺北市 : 優食文化志業有
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65-5-6 (EPUB) 普遍級
根治飲食帶你遠離慢性病: 76 種常見
慢性病 x74 種老化症狀全面預防療
癒對策/賴宇凡著 .-- 臺北市 : 優食文
化志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665-6-3 (EPUB) 普
遍級
從眉壽到長生: 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
生命觀/杜正勝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501-6 (EPUB) 普遍級

遊戲設計的藝術: 架構世界、開發介
面、創造體驗,聚焦遊戲設計與製作
的手法與原理/傑西.謝爾(Jesse Schell)
作; 盧靜譯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37-3
(PDF) 普遍級

怪醫鳥博士骨髓移植(漫畫)手記: 血
液專科醫師推薦!樂觀正面、堅定信
念、改變生命/Dr.bird 詹皓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管顧問, 1110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97-08-3
(EPUB) NT$380 普遍級

遊戲設計的藝術: 架構世界、開發介
面、創造體驗,聚焦遊戲設計與製作
的手法與原理/傑西.謝爾(Jesse Schell)
作; 盧靜譯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38-0
(EPUB) 普遍級

糖尿病救星(最新修訂版)降低胰島
素、減少糖分攝取，才是治癒第 2
型糖尿病最重要的關鍵/傑森.方
(Jason Fung)著; 劉又菘譯 .-- 臺中市 :
晨星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20-073-9 (EPUB) 普遍級

身體平衡,就有好情緒!: 走出折磨人
的情緒問題,根治反反覆覆的生理疾
病,最徹底的身心健康方案/賴宇凡
著 .-- 臺北市 : 優食文化志業有限公
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65-4-9 (EPUB) 普遍級

男人的性功能與保健: 性功能保養不
必大聲說,但一定要小心呵護!105 個
關於男性勃起、早洩、性慾異常等,
最新檢查、治療與預防的保健知識
問題/黃一勝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
星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82-1 (EPUB) 普遍級

(超圖解)慢卡路里讓你瘦: 為什麼有
人 喝水 就會胖 , 有 人怎 麼吃 都胖 不
了?/賴宇凡著 .-- 臺北市 : 優食文化志
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95665-9-4 (EPUB) 普遍
級
28 天超便利根治飲食法: 食譜+外食
小密技,一本搞定/賴宇凡著 .-- 臺北
市 : 優食文化志業有限公司, 11012 .197

眼球檢查法: 一眼就能看出疾病的根
源/羅大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71-5 (EPUB) 普遍級
遠紅外線的健康科學/鄭世裕, 原來
合 著 .-- 初 版 .-- 臺 中 市 : 晨 星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70-8 (EPUB) 普遍級

*矽谷水果哥的躁鬱人生/楊志仁著 .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7-51-9 (PDF)
普遍級
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. 4: 靈活調味,
廚藝&料理更完美/黃經典, 王陳哲合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95630-8-1 (PDF) 普遍級
瘦孕、順產、讓寶寶吃贏在起跑點:
自然醫學營養治療師的懷孕生產育
兒指南/賴宇凡著 .-- 臺北市 : 優食文
化志業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95665-8-7 (EPUB) 普
遍級
彰化一九 0 六: 一座城市被烙傷,而後
自 體 再 生 的 故 事 / 青 井 哲 人 (AOI
Akihito)作; 張亭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家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2-39-7 (PDF) 普遍級
彰化一九 0 六: 一座城市被烙傷,而後
自 體 再 生 的 故 事 / 青 井 哲 人 (AOI
Akihito)作; 張亭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家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2-40-3 (EPUB) 普遍級

性的解析: 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. 2,
性愛與溝通、性表現、性犯罪與性
產業/威廉.亞伯(William L. Yarber), 芭
芭拉.薩雅德(Barbara W. Sayad)作; 林
哲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2-46-5 (EPUB) 普遍級
性的解析: 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. 3,
懷孕、生產、性的醫療與健康/威廉.
亞伯(William L. Yarber), 芭芭拉.薩雅
德(Barbara W. Sayad)作; 林哲安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47-2 (PDF)
普遍級
性的解析: 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. 3,
懷孕、生產、性的醫療與健康/威廉.
亞伯(William L. Yarber), 芭芭拉.薩雅
德(Barbara W. Sayad)作; 林哲安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48-9 (EPUB)
普遍級

他鄉變故鄉: 美國亞裔族群史/陳靜
瑜 著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497-2 (EPUB) 普遍級
澳大利亞史: 古大陸.新國度/李龍華
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27-6
(EPUB) 普遍級
紐西蘭史: 白雲仙境.世外桃源/李龍
華 著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25-2 (EPUB) 普遍級
柴契爾夫人: 永不妥協的鐵娘子/李
民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521-4 (EPUB) 普遍級
馬可尼: 無線無限/唐念祖著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20-7 (EPUB)
普遍級

西洋政治思想史/薩孟武著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02-3 (EPUB)
普遍級

一代特工: 你所不知道的戴笠/王蒲
臣 著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15-3 (EPUB) 普遍級

情緒界線: 孩子人生必備的競爭力/
賴宇凡著 .-- 臺北市 : 優食文化志業
有限公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95665-7-0 (EPUB) 普遍級

華盛頓在中國: 製作「國父」/潘光
哲 著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26-9 (EPUB) 普遍級

新譯增廣賢文.千字文/馬自毅注譯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03-0
(EPUB) 普遍級

性的解析: 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. 1,
身體、性別與各年齡層的性/威廉.亞
伯(William L. Yarber), 芭芭拉.薩雅德
(Barbara W. Sayad)作; 鄭煥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43-4 (PDF)
普遍級

2020 中國與美國終須一戰: 當中國的
復興之路遇上美國的重返亞洲/YST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7045-24-4 (EPUB) 普遍級

性的解析: 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. 1,
身體、性別與各年齡層的性/威廉.亞
伯(William L. Yarber), 芭芭拉.薩雅德
(Barbara W. Sayad)作; 鄭煥昇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44-1 (EPUB)
普遍級
性的解析: 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. 2,
性愛與溝通、性表現、性犯罪與性
產業/威廉.亞伯(William L. Yarber), 芭
芭拉.薩雅德(Barbara W. Sayad)作; 林
哲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2-45-8 (PDF) 普遍級

新史學之路/杜正勝著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500-9 (EPUB) 普遍
級
秦漢史論稿/邢義田著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498-9 (EPUB) 普遍
級
清史論集/陳捷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18-4 (EPUB)
普遍級
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/王永祥
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12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499-6
(EPUB) 普遍級
198

我的第三堂西語課/游皓雲, 洛飛南
(Fernando López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瑞蘭國際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0-63-8 (PDF) 普遍級
英語 2000 核心單字 12 週特訓班/曾
婷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企管
顧問, 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7097-07-6 (PDF) NT$320 普遍級
*地上歲月/陳列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532-1 (EPUB) 普遍
級
河宴/鍾怡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524-5 (EPUB) 普遍
級
西湖佳話/墨浪子編撰; 陳美林, 喬光
輝校注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29-0 (EPUB) 普遍級
三遂平妖傳/羅貫中編次; 馮夢龍增
補; 楊東方, 周明鑒校注 .-- 臺北市 :

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510-8 (EPUB) 普遍
級
說岳全傳/錢彩編次; 金豐增訂; 平慧
善校注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33-7 (EPUB) 普遍級
鏡花緣/李汝珍撰; 尤信雄校注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504-7 (EPUB)
普遍級
東周列國志/馮夢龍原著; 蔡元放改
撰; 劉本棟校注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506-1 (EPUB) 普遍級
火山口的音樂/陳家帶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101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540-6
(EPUB) 普遍級
人間.印象/陳列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533-8 (EPUB) 普遍
級
再見!秋水!/畢璞作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523-8 (EPUB) 普遍級
古琴: 瑞典漢學家林西莉邂逅我們的
三千年文化(暢銷九周年紀念版)/林
西莉(Cecilia Lindqvist)著; 許嵐, 熊彪
譯 .--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貓 頭 鷹 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62-533-0 (EPUB) 普遍級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41-0
(PDF) 普遍級
世界冠軍紙飛機: 打破世界紀錄的紙
飛機設計、飛行原理及調校技巧/約
翰.柯林斯(John M. Collins)著; 宋宜真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42-7
(EPUB) 普遍級
戲曲演進史. 二, 宋元明南曲戲文/曾
永義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05-4 (EPUB) 普遍級
戲曲演進史. 三, 金元明北曲雜劇. 上
/曾永義著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513-9 (EPUB) 普遍級
田口護談待客之道: 巴哈咖啡館深得
人心的服務思惟與店面經營/田口護
作; 王淑儀譯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10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384-2 (EPUB) 普遍級
聖 母 峰 之 死 / 強 . 克 拉 庫 爾 (Jon
Krakauer)著; 宋碧雲, 林曉欽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49-6 (EPUB)
普遍級
聖 母 峰 之 死 / 強 . 克 拉 庫 爾 (Jon
Krakauer)著; 宋碧雲, 林曉欽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2-50-2 (PDF)
普遍級

從 0 開始圖解莫內: 全面剖析莫內的
一生,及其作品風格與繪畫技巧/陳彬
彬 著 .-- 二 版 .-- 臺 中 市 : 晨 星 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66-1 (EPUB) 普遍級
從 0 開始圖解梵谷: 以圖解的方式解
讀後印象派大師「梵谷」燃燒的靈
魂/陳彬彬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20-065-4 (EPUB) 普遍級
Pattern Design 圖解圖樣設計/藤田伸
著; 朱炳樹譯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
11101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0-209-8 (EPUB) 普遍級
世界冠軍紙飛機: 打破世界紀錄的紙
飛機設計、飛行原理及調校技巧/約
翰.柯林斯(John M. Collins)著; 宋宜真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 11102 .-199

